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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人的自訴   

文/林文燦

一、引言

翻開人類的歷史，我們可以看到人類因相互爭奪、戰 

爭、殘殺流出的鮮血可以匯集成河流；人類為自己的悲慘

命運流出的淚水可以組成汪洋大海。雖然這種說法有點       

誇張，但是正因為有這樣的歷史背景，才有「人間地獄」和

「娑婆世界」兩個名詞的由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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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人類只是無窮宇宙裡面的一點點微塵，但是從人類

現在的思想追求狀態來說，人類可以有能力征服宇宙。但是

為什麼這樣無所不能的人類，卻有如此悲慘的命運?為什麼

人類的生活互相依賴同時又互相殘殺?既然人有這樣的缺

陷和不足，我們本應該互相憐惜，互相同情，互相擁抱在一

起，共同努力解決這些缺陷和不足，創造一個和諧、穩定、 

美好的生活環境。可惜和可悲的是人類現在所走的道路充

滿無限的曲折和無限的憂傷。人類究竟往哪裡去哦!?

二、疏離

當人類進入二十一世紀，商業經濟全球一體化，資訊科

技發達，人類能上天下海，好像沒有了時間和空間的距離感。

但是人心之間的距離卻變得愈來愈遙遠了。

 （一）人與家庭的疏離

人類繁衍生息都是由家庭的組建而來，沒有了家庭的功  

能和作用，人類就不可以有美好的未來。有人說家庭是人類情

感的歸宿和心靈的港灣。但是現代的家庭基本上已經垮掉了。 

孩子一出生，就需要媽媽的母乳，現在大多數父母為了工作

的需要，往往被迫把孩子交給保姆或者家裡的老人照顧，母     

乳被奶粉替代，嬰兒與母親之間的親近和血濃於水的情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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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愈來愈淡薄了。少年兒童在那懵懂幼稚的年齡段，多愁善

感，面對交友和學習的問題，容易產生各種煩惱，一旦得不到

父母的關懷、開解和支持，就會處在孤立無援的境地，情緒

容易一發不可收拾，身心健康受到極大的影響。大多數人為

了生活勞苦奔波，聚少離多，過著起早摸黑的生活節奏，回家

後最需要的是能得到家庭成員的安撫和服務一下，但是大家

都是同樣疲憊和勞累，誰又能安撫和服務誰呢?母親為了

廚房和兒女的學業功課而煩惱，父親為了吃飯和花錢而煩

惱，兒女為了玩樂和得到父母親的陪伴與支持而煩惱。人人

壓抑的情緒有多深，情感疏離的距離就有多遠。在不知不覺

中，家庭就會變成人人發洩情緒的地方。各種語言暴力和行

為虐待的陰影籠罩著原本溫暖的家庭。據中國民政部的資

料，二○一七年中國辦理離婚手續的夫妻有437.4萬對，離

婚率為千分之三點二。大約十個人結婚，就有四～五個人

離婚。加上那些貌合神離和名存實亡的婚姻，十個結婚的

人，還有幾個能有幸福的家庭呢?父母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師。

如果孩子沒有一個完整和溫暖的家庭，沒有得到父母正確的

言傳身教和心理關懷，孩子就沒有辦法養成健全的人格。

 （二）人與學校的疏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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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是人類接受教育最重要的地方。教育是人類美好發

展和進步的根基。所謂「十年樹木，百年樹人」，可見教育的重

要和艱難。人類的誕生，是沒有帶著任何目的而來。教育的目

的就是為了人生本身的需要，解決人生所遇到的所有困難和問

題，從而把自己的生存環境搞好，使人人能身心健康，家庭美

滿幸福，社會和諧穩定，風調雨順，天下太平。人要想擁有美

好的生存環境，一定要依賴個體、家庭、社會、大自然、天地

宇宙的共生共榮。因為人與外在一切的關係是互依、互利、互

存、互化的。由於人性中有愚昧與未知，缺陷與不足，社會有

問題，生存環境有困境，人類才需要接受教育，學習實現更加

美好生活的追求目標的所有知識，並落實在解決問題的實

際行動上。人人同一志向，齊心協力，努力奮鬥，處理好人與

人、家庭、社會、大自然、天地宇宙的關係。縱觀現在學校教

育的現狀，教學的內容只注重自然科學和人文社會科學知識

的基本化和通俗化的灌輸和強化考試，而不是為了實現人

類更加美好的生活理想在現實中所遇到的困境和問題尋求

最佳的可行性解決方法，一起學習、探索、討論、實踐而設

計，層層鋪疊，節節相扣，貫穿整個教育理念，覆蓋整個教育

對象的年齡層次和地域分佈。另外，人類一切的行為和事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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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是依賴健康的身心來實現的。這涉及到人類強健體魄的培

養，健全人格的養成，正確的人生觀和價值觀的引導與建立。

這個是根基中的根基。從中國的教育現狀和外國有關的資

訊報導來看，每個國家都對自己的教育效果都不是滿意的。

二〇一六年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發表了一項重要研究報告《反思

教育：向「全球共同利益」的理念轉變?》，書中提到「在重新審

視教育目的時，對於可持續的人類發展和社會發展的密切關

注，主導著我們的思緒。可持續性可以理解為，個人和社會在

當地及全球層面採取負責任的行為，爭取實現人人共用的更

美好的未來，讓社會正義和環境管理指導社會經濟發展。當

今世界相互聯繫，相互依存，各種變化使得複雜性、緊張不

安和矛盾衝突達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並由此產生了不容忽

視的新的知識前景。這種變化模式要求人們努力探索促進人

類進步和保障人類福祉的各種途徑。」[1]

要實現教育的目標，就必須要有好的老師。有人說「教師

是靈魂的工程師」。在中國傳統文化中說，老師要做到「傳道、 

授業、解惑也。」「禮崩樂壞」用來形容現代社會人文的淪落一

點也不為過。如果我們再不把老師的培養，作為人類更加美

好發展的最重要事情，人類的前途一定是昏暗的。現代學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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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教育往往忽視人文精神生活的了解和滿足。如果一個學生

整天思想散亂，或是充滿情緒牢騷，或是迷惘彷徨，或是情

迷意亂，或是叛逆衝動，或是沉迷嬉戲娛樂，他們就不能專

心於學習的內容和聽從老師的教導，我們的一切教育目標就

不能實現。所以我們的教育內容和教育方法要先教會學生了

解自己的心理，控制好自己的情緒，保養好自己的精神，提起

學生的學習興趣，讓學生專心於學習的內容。

當孩子沒有了溫暖的家庭和良好的教育環境，他們的身

心健康一定會受到影響。青少年心智不成熟，懵懂無知，一

旦遇到煩惱和挫折，就可以輕易把他們推向自殺的邊緣。

 （三）人與社會的疏離                               

人類的生存是個體性和社會性的統一。當人的情感沒有 

了家庭的依靠，思想沒有得到正確的教育和引導，一旦產生對

家庭、學校、社會的不滿或者怨恨，就會容易做出病態的行

為，到處發洩自己的情緒，來滿足自己的報復心理，對社會的

秩序和管理帶來極大的衝擊和破壞。例如，美國的校園槍擊

事件層出不窮，死傷慘重。中國的暴力殺害案件新聞也屢見不

鮮。孤獨的個體，無助的心靈構成的社會，充滿冷漠和自閉。

現代網路名詞「宅男」、「宅女」、「啃老族」就是這一些逃避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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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與自閉懶惰的群體別稱。

1.商業經濟文化的矛盾

隨著全球一體化和商業經濟的緊密聯繫，商業文化造就的 

競爭意識蔓延全球，為了刺激人類的消費無所不用其極，不斷

鼓吹人對物欲的更高追求和感官享受的最大化。為了滿足這

些消費需求，大部分人都背負著極大的經濟壓力而不能自拔。

人人物質至上，金錢至上，人情就愈來愈淡了。隨著商業資源

的壟斷和經濟的不平等競爭，財富愈來愈多地集中在少數人的

手中。將近一半的世界財富歸1%人口所有，另外一半歸其餘的

99%人口所有。[3]據聯合國統計，截止二○一七年六月底，全

球仍有七億極端貧困人口，食不果腹。這些極端的不平等是造

成社會矛盾的根源，容易引發政治動盪。南懷瑾先生說，現在

全世界的皇帝姓「錢」，都是錢做主，以錢來決定貴賤，沒錢

就沒自由。沒有真正獨立不倚、卓爾不群的人格修養、學問修

養，有的只是亂七八糟的所謂個性張揚和向「錢」看，聽「錢」指

揮，連科學研究、教育、學術都在聽「錢」指揮，為就業忙，為

錢忙，沒有精神支柱。[4]一個功利和欲望橫流的社會，人就會

變得愈來愈自私、散漫和暴躁不安。更有甚者，為了錢而失去

理性和道德的底線，鋌而走險，幹起偷、搶、騙、害的犯罪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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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嚴重影響社會的和諧和穩定。

人類創建和選擇的經濟方式應該是為人生更加美好的

生活追求服務的，然而現狀卻是，經濟的發展恰恰綁架了人

類自己的美好初衷，走上一條荊棘叢生的發展道路。人類社

會的發展反而被經濟牽著鼻子走，這是何其痛心的一件事!

2.宗教的無助

現代社會人心彷徨，人人自危，我們脆弱和孤獨的心靈安

放在哪裡啊?人在恐懼、走投無路時，往往求助於宗教，這

不是迷信，而是絕望和無力的自救本能。但是人類現在的宗

教也是問題一大堆，醜聞不斷。尼采說「上帝已死」。由宗教信

仰、宗教歧視、宗教迫害或宗教戰爭引起的世界性社會問題讓

人類痛心疾首。張尚德先生說：「宗教不上軌道，只知搞勢、搞

錢，假和尚一大堆，社會必亂也，這從中外史實早已得證。」[5]

漸漸地，大部分人避宗教而遠之，再不相信「宗」，也不信「教」

了。現代社會出現的種種脫離宗教教義的所謂「迷信」現象，無

不是人心不安，在面對生活的打擊與挫折，煩惱與痛苦，養

生送死的恐懼時無力的哀求。當人叫天，天不應，喊媽，媽媽

也自身難保時!一定會臆想出種種的「迷信」偶像來自我安

慰，自我麻痺!如果不是這樣，叫人如何活下去啊!?生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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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如意，精神的無著，人生的意義何在呢?人一旦在困難絕境

時，找不到生命的意義和精神的寄託，就會產生兩種結果：一

就是自殺；二就是不要命的反抗和暴力的報復。而這樣的悲

劇每天都在世界各地上演。

3.娛樂的麻醉與陷阱

面對社會的冷漠、生活的艱辛和精神的不安，人們往往寄

情於男女、飲食和娛樂的感官享受與刺激，來抒發自己的情

緒或者麻痺自己的精神。這也是現在娛樂影視明星倍受歡

迎的原因。人們的精神可以寄託在影視明星所扮演的虛擬角

色中，給自己帶來片刻的滿足或者抒發自己的情緒。甚至把明

星們的最新動態或者私密新聞作為自己最親近的陪伴，以解

自己心靈的孤獨與寂寞。隨著人們對娛樂享受的高度需求，商

業資本為了逐利，在互聯網裡面不斷上傳各種色情的娛樂資

訊和產品，內容包羅萬有，像一個巨大的染缸，充滿各種誘惑

和陷阱，不斷鼓吹人欲的放任和墮落，讓人在淫欲、懶惰、暴

躁發洩中沉醉和迷失。互聯網也成為很多不法分子的犯罪途

徑和罪案的根源。隨著科學的不斷發展和進步，人工智慧應

用在很多科技產品的創新上，給人類的感官享受帶來了質的飛

躍。例如VR色情遊戲、智能異性玩偶、更有甚者可以把娛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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享受的電子資訊植入人腦的神經元，以滿足人類無止境的

欲望需求。世界各國現在出現的新型毒品就是伴隨著人的

精神頹廢，紙醉金迷，醉生夢死而出現的。吸毒販毒已列為

世界一大公害，嚴重殘害人們的身心健康。如果一個社會人

人沉迷娛樂享受，結果肯定是家不成家，國不成國。

4.醫療的冷漠與功利

生病和死亡是人類必須面對的問題。醫療系統的作用直接關

係到人類生命的健康和創造力的延續。醫院的職責本是救死

扶傷，但是過度治療和沒有錢不治療都是社會現狀的弊病。

這關係到社會公共福利，醫生道德操守和醫院營運模式的問

題。美國的一本雜誌做過一個關於過度治療的調查研究，來

自美國醫學會的二〇一六名醫生參與了該調查，受訪醫生認

為，有超過1/5的醫療服務其實沒有必要，超過90%的醫生覺

得存在過度醫療![6]現代社會，人除了身體的疾病，更多發現

的是心理的疾病，精神的問題。而心理和精神方面的疾病往

往被醫療系統忽視和認識不足。很多研究調查發現，全世界無

論哪個國家，哪種文化和那種經濟發展狀況，一般的心理

障礙諸如抑鬱症，焦慮症高發。患心理疾病的人由於種種原

因無法得到治療，這些原因包括：缺乏對心理治療的認識，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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恥心理，以及缺乏可以獲得的醫療資源。從國際醫療發展角

度來看，心理健康一直以來都被人們所忽視，甚至沒有在聯

合國千年發展目標中被提及，直到最近幾年，受到聯合國的

推動，心理的健康與治療才在聯合國可持續發展目標中當作

題外話作為國際社會所談論。[7]南懷瑾先生說，過去十九世

紀威脅人類的是肺病，二十世紀最可怕的毛病是癌症，到現

在還沒有辦法完全脫離癌症的威脅。二十一世紀有個病比癌 

症還厲害，就是精神病、心理病，尤其是電腦網路的發展，非

常快，也非常可怕。這樣發展下去不到十年，把人類都引導到

幻想，精神病的世界；可是你阻止不了，什麼教育、醫療都阻

止不了。這是一個大問題。[8]

 （四）人與大自然的疏離

人的生命離不開自然資源的供給。人類社會現在為了

經濟的發展，大量生產物質產品來刺激和滿足人們的不同消

費欲望。而物質生產所消耗的大部分自然資源都是不可持續

發展的。水被污染了，河流乾枯了，空氣混濁了，大氣層被損

害，礦物愈來愈少，森林被破壞，動物被殘殺，海洋裡充滿垃

圾，大自然的生態平衡被嚴重破壞。世界自然基金會發佈的

《地球生命力報告二〇一八》中指出，全球野生動物四十四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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間消亡60%，已經有83%的野生哺乳動物和80%的海洋哺乳

動物滅絕。第四屆世界水論壇提供的聯合國水資源世界評

估報告顯示，全世界每年約有四二〇〇多億立方的污水排入

江河湖海，污染了5.5萬億立方的淡水，這相當於全球徑流總

量的14%以上。水污染對人類健康造成很大危害。發展中國

家約有十億人喝不清潔水，每年約有二五〇〇多萬人死於飲

用不潔水，全世界平均每天有五〇〇〇名兒童死於飲用污染。

二〇一八年最新的《全球空氣狀況》報告顯示，世界上95%
以上的人口仍必須呼吸著超過全球空氣品質指導方針中微粒

含量的污濁空氣。二〇一六年，全球約有六一〇萬人死亡可

歸因於空氣污染的疾病，包括中風、心臟病、肺癌和慢性肺

病等。

從以上資料數據可以看出，人類社會的發展遇到了嚴重

的困境和危機。而人類現在這種毀滅大自然和自我毀滅的  

發展趨勢就像一輛單向行駛中的高速列車，好像沒有停下來

的意思。

 （五）國與國之間的疏離

人類國與國之間的爭端和矛盾，主要圍繞自然資源的歸

屬、商業經濟的競爭、科技人才的爭奪和主權的捍衛等等。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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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之間的強弱取決於該國的政治穩定、經濟實力、尖端和毀

滅性殺傷武器的發展成果和國防的實力。一國政治的穩定

除了它的合法性和合理性之外，更多依賴於該國的經濟和科

技的強大後盾。科技的發展離不開經濟的大量投入，而經濟

的發展又離不開國家的科技創新能力和商業、金融的強大實

力。政治、經濟、科技已經緊密聯繫在一起，相互依賴，相互

影響，缺一不可。在全球一體化的今天，政治、經濟和科技

的三位一體給國家的治理帶來極大的挑戰。國家之間的競爭

往往出現以強凌弱，以大欺小的情況。特別是西洋帝國主義

國家的財閥以商業金融為手段對其它國家的經濟侵略和掠

奪，導致國與國之間產生各種衝突，甚至爆發戰爭。雖然聯

合國組織在維護世界和平，緩和國際緊張局勢，解決地區衝

突，協調國際經濟關係都發揮著相當積極的作用。但是日益

嚴重的國際衝突和地區性戰亂，每時每刻都挑起人類緊張

的神經。這顯示出人類全球治理能力的局限性和急迫性。世

界強國的核武器和生化武器，配合著尖端科技和電子資訊

化的精準打擊，隨時可以毀滅地球的每一個角落。如果有一

天所有的國家都有能力擁有核武器和生化武器，人類的命運

就岌岌可危了。每個國家都在同一個地球裡，是組成人類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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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生存的自然環境和生態平衡不可缺的一部分。國與國之間

的友好與和平關係到世界的和平與安定。人類歷史所經歷的

戰爭都是飽含血與淚的，曾經造成無數生靈的塗炭，家庭的

破裂，妻離子散，精神和肉體飽受折磨。戰爭的後遺症波及

地球的每一個角落和影響無數人。這難道是各國人民實現自

己更加美好生活的追求必須要經歷的過程嗎?如果真的是這

樣，人類是多麼的愚蠢和荒謬!

 （六）人與自己的疏離

西方哲學家說：「認識你自己，方能認識人生。」東方的智者

說：「知人者智，自知者明。」人類的一切行為都是由思想決定

的。我們一定要研究和探索人的思想的由來和如何控制自

己的思想，通過博學、明辨、審問、篤行來實現人類對真善美

生活的理想追求。

張尚德先生說，人一旦活著就有六大問題：

1.生理是什麼?

2.心理是什麼?

3.生理與心理合在一起是什麼?

4.與外界人事物的關係是什麼?

5.如何起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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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如何超越起用? [9]

人類的一切事功都是依賴健康的身心來實現的。而現在大

部分人都不健康了。情鈎、意鎖、欲鏈、死死地束縛著人的

身心。心理和生理相互影響，人不是陷在情緒中，就是在

生活的煩惱和痛苦中。現代人追求的所謂「自由」無非是追

求情、意、欲的放任、自恣與滿足。如果人不能隨時控制自

己的思想、情緒和欲望，自由無度等同社會秩序的混亂。舉

例，人類尖端科技武器的發展，人工智慧的應用，資訊科技的傳

播，如果沒有得到正確的引導和約束，一定會變成人類的禍

患。科技的應用可以救人無數，也可以殺人無敵，這全在乎

人心的取向。社會動盪，人心浮躁、迷茫、彷徨、無助，人人

都在煩惱與痛苦中徘徊與迷失。人愈來愈不了解自己，認不

清自己前進的方向了。

三、結語

在人類的歷史發展進程中，面對人類所受的苦，所遭的

罪，有無數的聖賢與智者，針對人的缺陷和不足所導致的人

生問題，給我們留下很多寶貴的古典人文精華資料，這些都

是前人解決人生問題的智慧總結。例如中國傳統儒家提出

的「大同社會」和「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道家的「道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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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和「無為而治」，印度的唯識學，佛學的「理無礙、事無

礙、理事無礙、事事無礙的華嚴法界觀」等等。張尚德先生 

在<全面解決人類社會問題在重建印度的唯識哲學>一文中

說到，唯識學解決了中外人文思想五大問題：

第一、 解決了人從哪裡來，又到哪裡去的問題。

第二、 唯識解決了人類歷來思想上的另一個大問題，就是人

的善惡問題。

第三、 唯識學在人文思想的貢獻，就是發掘和解釋人的深 

度意識層面。

第四、 唯識對中外人文思想問題，所作的另一貢獻，就是將主

觀與客觀統一在一起，由之而解決了歷來唯心、唯物的爭論。

第五、對人文思想的另一大貢獻為：超越時間。

人的經驗的活動常常離不開觀念，意欲產生種種的意

識，意識產生觀念，觀念推動行動。若了解唯識究竟說了什

麼，同時社會在思想、制度、人文各方面提升唯識，唯識也

就可能解決我們前面所指人的六大問題。吾人必須用最明亮

而新的眼睛展望未來。展望什麼未來?就是沒有偏見、地域

和本位主義。把整個地球看作是任何人的家園，真正做到四

海之內皆兄弟，整個文明才有救，地球才不會毀滅。[10]人類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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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留給我們這些古老的智慧學問有助於我們人類了解自己、   

認識自己、超越自己、成就自己，我為人人，人人為我，實現 

人類對美好生活環境的理想追求。人類一定要平心靜氣地

聚在一起，共同學習、研究、探討、借鑒、實踐、找出一條通

往理想生活的光明大道。這是我一個人的期盼和訴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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