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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巴哈伊信仰的一个教义是宗教和科学的和谐。从基本的层次来看这教义指宗教和科学在

真理方面不应有冲突。例如若宗教说地球是平的而科学说地球是圆的，那肯定其中一个是错

了。科学的知识可解答“如何”，而宗教的知识解答的是“因何”。两者的领域既然不同，

应该来说可产生冲突的地方不会很广。上述的例子是一个“如何”的问题，应由科学家来解

答。若宗教信徒硬要从经书中断章取义而说地球是平的（如某些经书里说世界如地毯，所以

一定是平的），那最终只会沦为笑柄。历史上的例子实在太多了，但到今天仍有不少人相信

宇宙是上帝在六千年前创造出来、恐龙与人类曾和平相处、大峡谷在数十天内形成等等不符

合科学的理论。 

从另一个层次来看，科学和宗教可以相辅相成。科学可以加深人类对宗教的体会，而同

时宗教可增加科学的意义。从科学可以见到大如宇宙的无穷和内里的奥秘、小如核子的奇妙

而不可测、复杂如遗传基因和蛋白质的井然有序。这些都可以加深我们理解人类的渺少和全

能造物者的伟大。同时，宗教指出人类的生存是有意义的，并非人死如灯灭，一生数十寒暑

如过眼烟云。如巴哈欧拉说我们死后灵魂永存而在世上的目的是：“推动文明不断进步

的”
1
 。这理念比人死后一切灰飞烟灭但仍追求三不朽要有意义多了。 

第三个层次可以说每一宗教都得到科学的帮助来达到它独特的使命。耶稣基督训示衪的

门徒将福音传出巴勒斯坦，不再局限于犹太人。当时交通很不方便，大多数人一生都在故乡

附近度过。但罗马帝国幅员辽阔，为了方便行军和运送物资建造了近二十五万英哩的大道，

部分到今天还可见到遗迹。这些罗马大道不但方便了帝国，还方便了保罗和其他门徒将福音

很快传遍中东，甚至到了罗马本身。如没有这些科技的进步，基督教的传播便会慢了很多，

历史亦可能要改写了。 

伊斯兰教的使命是提升当时人类的知识和将神的信仰传得更广。据伊斯兰教的圣训穆罕

默德曾说：“寻求知识，甚至到中国去。”
2
 伊斯兰帝国从中国得到两样发明来帮助达到使

命。其一是马蹬。没有马蹬，骑兵需要一手扶鞍，作战能力有限，亦不能太快地冲刺。但因

为有了马蹬，伊斯兰帝国可以席卷较落后的欧洲，成为当时横跨欧亚的强国。其二是纸张。

据说伊斯兰帝国在公元751年在中亚怛罗斯一役中打败了唐朝的军队，战俘中包括了一些造

纸工人。从此造纸术便传到中东。以后巴格达成为学术中心，有大型图书馆和各类大学，纸

张居功不少。知识的幼苗在伊斯兰教的栽培保护下得以安全成长，最后成为了欧洲文艺复兴

的催化剂。 

到了巴哈伊信仰亦不例外。巴哈伊信仰的最重大使命是团结人类，但若人与人之间不能

互相了解沟通，一切理论和教条都是枉然。在巴哈伊信仰的开始，亦即巴孛宣布使命的同一

天，在地球的另一边刚好摩尔斯选择了《旧约圣经》中的一句话：“神为他行了何等的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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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
3
 来作为历史上的第一份电报。在摩尔斯发明电报以前，人类传送讯息的速度有限。

简单和有特殊意义的消息还可以用烽火台或类似的方法传得较快一点。但较复杂的消息便限

于一只传信鸽或一匹马的速度，一天不过数百公里。但用电报速度可接近光速，相差实在太

大了。更重要的是电报证明了讯息可以用电来代表及处理，今天我们很多习以为常的事物，

如集成电路、收音机、电视、电话、计算机、互联网、卫星导航、洲际航空等等都可以溯源

到这封电报。 

1844年巴孛宣告使命后，世界科技发展突飞猛进。物理学、化学、生物学、数学、医学、

天文学等都有重大突破。相对论和量子力学增强了我们对时空、重力和原子能的理解。从红

移我们得到宇宙形成的新概念。这些都帮助加深了对全能造物主的敬畏。但最重要的突破相

信是遗传基因的研究，不但确定了人与人之间没有基本的差异，还可追溯到全人类的祖先约

五万年前从非洲迁移出来，最后遍布全球，证明巴哈欧拉所说的人类一家实在无误。 

突飞猛进的科技产生的大量的知识。这些知识可使实行发展时事半功倍。因为有了从电

报衍生出来的互联网，现时这些知识大部分都在网上可以找到，全球的知识便在指尖，十分

方便。但同时从发展的角度看，应用这些知识时会面临三类挑战。 

知识的可达性 

第一类是知识的可达性。虽然中国现时的网民数量已超越美国成为全球之冠，但以人口

比例来说还远远不及发达国家。在较偏远的地方，亦即最需要发展的地方，难于上网的问题

更严重。学生不能上网，在学习方面会受到诸多限制，很难和城市学生相比。专业人士不能

上网，做起事来事倍功半，很多人都不愿到偏远地方定居，间接阻碍了地区的发展。上网难

原因有二：一是通讯的速度有限，二是缺乏可用的设备。但这问题不限于中国，2000年公布

的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中，跨越这“数据鸿沟”便是目标之一。提高通讯速度是国家基建项目，

需要投入大量资金，不是一般发展组织可以担承。幸好现在通讯技术发展很快，铺设光缆比

铜线有效率得多，最偏远的地方亦可以用卫星通讯来解决。技术的解决方案已有，只待决心。 

缺乏设备这一问题较难解决，而宗教的一些理念亦可充担一些角色。这里 

可以借鉴前人的经验，从他们的失败中找到教训。 

印度从2001年开始推行Simputer
4
 研发项目，目标 是 将 资 讯

科技带到农村地区。Simputer 设计如现在的掌上电脑。 为 了 让 文

盲的农夫也可以用到，特别加上了发声，可以将屏幕上 印 度 数 个

语言的资料读给用户听，同时可以多个人分享一台，减 低 个 人 花

费。虽然用心良苦，结果仍是失败了。按照原计划2005 年 应 卖 到

五万台，但结果卖出不到四千台，其 imputer 

后新的开发便停顿下来。观其失败原因，固然有技术和 产品定位

的问题，但最严重的原因有二。其一是设计者没有详细考虑用户会如何用这一设备，亦没有

和这些农村用户磋商，只是根据城市用户的角度来设计，所以成果未能满足最终用户的要求。

其二是设计者为了显示本身的设计技巧，开发了一套Simputer 特有而与当时通用的互联网

标准不相容的软件架构。结果是Simputer 需要有特别为它设计的网页。Simputer 的用户不

能访问现有的网站，而这些网站如要支持Simputer 便需重新作一套网页，增加他们的工作

量。结果因为支持的人少，这个原望甚好的计划便无疾而终。 

其实从Simputer 得来的这两个教训都可以在宗教原则里找到。本着“人类平等、天下一

家”的精神，任何发展项目设计和推行时都不能缺少最终受惠者的积极参与。同时，谦虚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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诚意是发展项目成功的要素，应以受惠者的福祉为最高目标，不应用发展项目来追求个人的

利益或声誉。 

2005年，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的媒体实验室宣布的XO（又称OLPC或One Laptop Per Child）
5
 吸收Simputer 的一些教训。OLPC的目标是设计和生产一个定价约一百美元的笔记本，让

全球十亿儿童每人都有机会享受到资讯时代的成果。它的软硬件都是现有的标准和组件，而

且软件用的都是免费的开放源码软件，减低成本和容易维修。该项目得到联合国的支持而它

的设计得到三位世界知名的儿童教育家和计算机 专家的参

与。因为目标用户的儿童对笔记本不会很小心，所 以设计特

别注重结实耐用，用户介面亦大量利用图形来吸引 儿童。截至

2009年中，已有—百三十多万台XO送到亚洲、非 洲和南美

洲儿童手里。                                        XO 儿童

计算机 

 

在功能方面， X O 比Simputer强很多，在市场推广方面，因为有麻省理工学院的声誉

和联合国、多个国家及不少知名人士的支持，亦比Simputer要好很多。但即使如此，一百万

多台离十亿儿童人手一部的目标还是很远，能否达到仍是未知之数。而且生产方面亦遇到困

难，未能达到每台一百美元成本的价位。亦有人批评这计划先后倒置，很多发展中国家仍缺

乏基本的生存条件和教学必需品，要求他们为每个儿童花一百美元买一台计算机实在太浪费。

亦给当地政府人员一个机会来推卸教育儿童的真正责任。同时一个小孩如找不到用他母语呈

现的网页和与他的学习有关的网页，虽然可以用XO上网亦没有什么大用。因为这项目始终

还是由上而下，没有和草根阶层达成共识和与他们精诚合作，所以起的作用有限。除非这项

目能很快地鼓励大量母语教材的开发，最终仍不会太成功。 

XO虽然在技术方面有相当突破，又避免了Simputer 我行我素不管国际标准的流弊，但

它仍未能真正和使用者及其环境真正合作，所以仍然感到心有余而力不足。 

互联网上有不少中文网页，其中很多是教材或可用来作教材，所以中国应不存在XO在

发展中国家碰到的缺乏教材的难题。但在中国较偏远的地方，学生仍然站在这“数据鸿沟”

的边沿，另一方可望而不可即。中国没有参与XO计划，宁愿自己开发一台类似的机器。2006

年成立的中科龙梦公司便有一个1500元的学生笔记本的目标。但因公司决定不用现成科技，

要由芯片开始重成开发，成本大增。根据最近报告可能每台要卖5000元6
 ，比市面上一些名

牌的笔记本还要贵，很难和它们竞争，并远超一般农村学生的负担能力，重蹈Simputer的覆

辙。 

今年六月，在香港的OLPC亚洲区总部捐了一千台XO给四川都江堰的蒲阳小学。这是

XO第一次大批进入中国7
 。希望这能重新激起帮助偏僻地区居民和学生上网的活动。但不

可否认的是这挑战非单靠科技可以解决，将科技和一些基本宗教理念挂钩才能治其本。 

知识的筛选和过滤 

1936年，圣护守基·阿芬第曾预言：“一个世界性的相互通讯系统将被发明，它会环绕

全球，不受国家的阻碍和限制，运作起来非常规律和十分快速。”
8
 这是对互联网一个十分

贴切的描述。据估计全世界网页已超过五百亿，增长的速度日益提高。网上提供的服务五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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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门，从提供基本资讯到免费通话、游戏、即时通讯等。在网上可以找到最新的研究成果，

亦可以即时和在地球另一边的研究人员通讯，讨论和合作。但同时互联网是一个千家争鸣，

万花齐放的媒体。任何人都可成为博客，花数十元和一些时间便可建立一个堂而皇之的网站，

自封为专家，随意地去发表。即使能解决了上网的问题，要找到正确和有用的知识仍非易事。

用过谷歌或百度搜索引擎的都知到一句话可搜到成千上万的网页，很难分辨真伪。网上亦有

不少骗人的网址，一不小心便可能上当。因此上网时必需抱着审慎怀疑的态度，不能完全相

信网页的资料，最好是多查几个网页，若大部分都同意才信以为真。 

对儿童和青少年来说，互联网像一个无所不藏的图书馆，对学习和做作业都有很大的帮

助。但网上对他们另有一些危险的陷阱，除了含有色情、病毒和其他不良讯息的网站外，游

戏网站可令他们沉迷，另有些网站会教唆他们做一些为家庭或社会所不容的事。 

如何在网上选择正确的资料和避免有害的讯息是两个相关的问题。因为互联网是现代科

技的产品，所以通常会从科技中找寻解决方法。最普遍的是用一些过滤软件，阻止用户访问

已知有害的网页。这些软件有一定的成效，但并非是治本的方法。问题之一是网站如雨后春

笋，从一个网站的建立到软件知道需过滤它会有一定的时间差，亡羊以后才去补牢，中间可

能已有人受害。问题之二是过滤技术仍非十分完善，常会以快刀斩乱麻，宁枉无纵的方式将

无辜的网站也过滤掉。其三是所谓“禁果效应”，愈要青少年不要访问某些网站，他们愈会

想办法绕过过滤软件去看，结果是防不胜防。 

其实最有效的过滤软件还是用户自己的脑袋。巴哈欧拉说：“万象之中唯正义最可

爱。……有正义之匡扶，你就能以己之眼分辨是非，而不人云亦云；凭己之识明达事理，而

不囿于成见。”
9
 心中的正义需从小开始培养，美德教育是一个很好的开始。孔子说：“物

有本末，事有终始。知所先后，则近道矣。”说到为学时，循序渐进的步骤是先格物致知，

然后诚意正心。美德教育教的便是诚意正心。但在这资讯时代，格物致知和诚意正心应并行

发展，教育儿童明是非，辨真伪。否则在随意从网上格物致知后，要回头再诚意正心便很难

了。 

美德教育不能单靠学校老师，还要父母的积极参与。所以不管用哪一种科技（Simputer，

XO，龙梦，还是普通计算机）最后仍要草根阶层，即老师、家长和学生一起合作，才能真正

体会到互联网这工具的价值。 

 

活用知识 

对于儿童和青少年，上网的一个挑战是找到有益的网站，可以从中学习，同时避开有害

的网站。但对推行发展项目、或在发展中国家里担任科研或产品开发的人士，上网有另一类

挑战。从网上可以得到最新的科技消息，但真正应用这些消息和资料可能会侵犯他人的知识

产权，影响到整个项目，甚至惹来官司。 

在科学发展的历史里，知识产权担当了一个很重要的角色。当一个科学家花了时间精力

发明了一件对人有益的科技，他应得到回馈，享受他劳动的成果。这是无可厚非的。因此人

类社会成立了两套制度来奖励这些创作性的成果。其一是专利，用来保护新的创意。其二是

版权，用来保护一个概念的表达方式。可惜的是这两个系统被滥用了，结果受到保护的是发

达国家里的大企业，而发展中国家的公民却要付出很大代价。 

其中专利的滥用最显著。本来专利是发给前所未有而能实现的发明。但近年来范围增广

了，还包括计算方法、商业流程、应用方法等。现在每年全球有近二百万个专利申请。审查

专利的机关根本没法彻底调查每一个申请是否前所未有，往往批准的专利只是以前没有人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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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去申请而已。为了揭示整个专利系统的荒谬，美国一位专利律师在2000年申请到一个专利，

内容是如何荡秋千。10
 根据现有专利法，他可以向全世界每一个荡秋千的小孩收费。 

大企业都有整队的律师来保护它们的专利，以备被控侵权时作诉讼或和解。亦有一些公

司专门收集专利，它们不作产品，只是在等待他人侵权时以诉讼方式赚钱。大部分的专利都

操纵在发达国家的手里，发展中国家的工作者往往不知不觉地侵犯了别人的专利。他们又没

有自己的专利可以用作交换，结果只能付钱或停止用自己的发明。即使他们有真正的发明，

要申请一个专利需要不少金钱和精力，所以往往被他人抢先。多个国家都明白现有制度的弊

病，正在磋商如何改进。希望他们能本着人类应有平等机会的精神来作改进。因为牵涉的范

围很广，并且会影响每一个国家，这次改善相信需要很长的时间。 

版权保护的是概念的表达方式，包括了文本、音乐、雕塑、画像、摄影、网页和软件等。

在网上，这些表达方式都是用数据来代表，很容易被复制。侵犯版权是犯法，但同时很多版

权持有者尽量利用版权致富，不管收费是否合理。例如在偏远地方的学生买不起教科书，老

师从网上找到，打印给学生用，从一方面看这是明显的侵权，但从另一方面看，这是帮助一

群学生得到教育。巴哈欧拉说：“安居上帝圣帐并稳坐永生荣耀宝座者，即便饿死，也不会

伸手非法占有他人之物，无论那人怎样可恶和卑鄙。”
11
 但阿博都巴哈亦说过：“在人类效

劳全能上帝的所有服务中，最重要者乃是教育和培养儿童。”
12
 两者之间如何取舍实在不易。 

和专利制度一样，版权制度亦引起了很多人的关注，要求改善。但不同的是谋求改善版

权制度的是个人和团体而不是政府。 

有很多人抱着“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的精神，他们创作的目的不是求财，而

是希望帮助他人。他们希望得到的回馈只是让人知道他们的贡献和对自己的创作品保留一点

控制，不要让它被改至面目全非。因此他们努力改进版权制度，避免只是以报酬为中心。软

件业率先改进，设订了开放源码概念。根据该制度，当一个软件程序员编完一套软件后，他

会将源代码完全公开，这套软件谁都可以用，谁都可以修改。只有三个条件：一是原作者保

存原来作品的版权；二修改后的源代码必须保存原作者的名字；三是任何修改必须亦是公开

的。这类软件常常会有很多同道中人参与开发、改进及支持，所以在软件界该方案十分成功，

出现多个成功的软件，包括Linux操作系统、Open Office办公软件、GIMP图像编辑软件、

Firefox浏览器等。论坛网站用的Joomla也是这样的开放源码软件。 

该基本概念现已从软件传到其他创作品。推行得最广的一个方案是“知识共享”（Creative 

Commons）13
 。在该方案下作者有多种不同的权利和授权方法，适合各种表达方式。各种

改进都可以促进参与发展项目的个人活用宝贵的知识。 

结 语 

发展的目的是增进每一个人的能力。增进个人能力需要知识。虽然今天互联网已成为知

识的宝库，但在发展项目中能达到这些知识，去芜存菁，然后活学活用仍然不易。本文只能

谈到这些挑战的一鳞半爪。克服它们需一边利用科学的力量，一边受到宗教理念的指引。 

 

 

                                                        
10  美国专利第6368227 号。 

 

11 《巴哈欧拉圣典选集》第137段，转引自《点亮心灯》，澳门：新纪元国际出版社，2008，第7页。 

12 《阿博都巴哈著作选集》第106段，转引自《启迪童心》澳门：新纪元国际出版社，2008，第3页。 
13  http://creativecommons.or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