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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 進 發 ∗ 
 

摘要： 

近年來生態復育已經累積出諸多成功的案例，並且成為「生態復育

學」一學門；從環境倫理學角度為進路的研究漸愈受到重視，事實上，

整個生態復育的理論與實踐涉及了許多的倫理爭議。本文嘗試提出人間

佛教對於生態復育倫理的觀點，並說明生態復育是人間佛教實踐環境關

懷的一個新議題。 

何謂生態復育？它又涉及了那些倫理議題，本文首先論述自然價值

論者羅斯頓與生態女性主義者的觀點。羅斯頓認為復育是一種揭示自然

價值的方法，復育也是一種償還，它可以強化人類對自然的認同，當我

們做更多的研究與復育，也就會更加重視生物共同體，甚至我們也會更

加謹慎關心我們與自然系統之間的和諧，羅斯頓認為這種認同的意義與

和諧不是虛假的，生態復育不是偽造自然，它甚至是保護自然價值之最

重要「律令」。生態女性主義者的復育觀點，主要針對生態復育理論以

及實踐過程中所產生的概念問題，提出重要的釐清或批判性的見解，它

拒絕內在於生態復育行動中的宰制邏輯和區判價值層級，並且認為生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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復育理論是一種進展中的過程理論，可以接受批判與不斷修正。 

最後，本文以人間佛教環境倫理學內容中的環境德行、環境價值

觀、環境倫理的多元論，以及整體論思考與實踐等四項，一方面回答生

態復育是人間佛教實踐環境保護的行動，又以護生與緣起中道為環境倫

理主要原則的倫理學多元論，是有益於生態復育倫理的理論與實踐。 

 

 

 

關鍵詞：人間佛教、生態復育、自然價值論、生態女性主義、環境倫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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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Ethical Issues of Ecological 
Restoration in Humanistic Buddhism 

 
 

Cheng, Chin-fa ∗ 
   

ABSTRACT: 
There is much research on the issues of ecological restoration. I would 

like to focus on the ethical problems in this article. For example, what is the 
definition, value, and ethical norms of ecological restoration？And mainly, 
what are the viewpoints of ecological restoration of Humanistic Buddhism. 
First, I will explain two considerations about ecological restoration. They 
are the theory of natural value and ecofeminist restoration.  

Holmes Rolston Ⅲ thought that ecological restoration was not an 
activity of artificial faked nature. What was the value of human's ecological 
restoration？He would say that it was for lasting the value of a whole 
human-nature system. Ecofeminists reminded us of our way of thinking 
about restoration. They pointed that three concepts of the boundary 
conditions can benefit ecological restoration. And then, I introduce the 
contents of environmental virtues, environmental value, ethical pluralism 
and holistic practice in Buddhism. Meanwhile, I indicate that these 
perspectives are benefit to the theory and practice of ecological restoration. 
On the other hand, I will explain the practice of ecological restoration is an 
emergent activity of humanistic Buddhism in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Keywords : humanistic Buddhism, environmental ethics, ecological 
restoration, natural systemic value, ecofeminist , restorashy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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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本文主要的意圖是探究人間佛教的環境倫理思想或原則，對於當前

生態復育倫理的理論與實踐能夠提出任何有助益的觀點嗎？以及嘗試

論述一個結論：生態復育是人間佛教積極入世承擔環境危機的一項迫切

行動。關於人間佛教的環境倫理學的論述，大致上已累積出相當的研究

成果；而屬於更積極投入的環境實踐議題，除了動物權、簡樸生活、經

濟與永續發展之外，生態復育的倫理學議題，未曾出現在佛教的環境論

述中，甚至亦不在國內所有相關的環境倫理學論述中。 

人間佛教的概念蘊涵著：對於其所針對的困限議題之實踐性格，以

及它所給出的指引和根據皆與佛法不違背，或源自佛法；人間佛教與生

態復育似乎相隔甚遠，但是，當我們了解其實踐性與內容之後會有改

觀。生態復育已發展出復育生態學，它挑戰我們對進行被復育的生態系

統的了解，於是，它是一個有效的研究技術，它提出問題的方式，以及

驗證建構系統的觀念，甚至是人類與它的關係，這些觀點都嵌結在生態

思考和實踐之中。本文首先選擇自然價值系統論者羅斯頓，以及生態女

性主義者的觀點，分別先就他們對復育的概念、復育理論內容，並揭示

出他們對於生態復育理論與實踐能否提供任何助益；其次，說明生態復

育可以作為環境倫理的一個新典範，最後則論述人間佛教的環境倫理對

於生態復育倫理的議題得提出相應的觀點。 

二、何謂生態復育？生態復育作為環境倫理學議題
的內容為何？ 

（一）定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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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倫理學的角度探索生態復育的議題已是一個重要的進路，儘管無

法周延諸多爭議。在復育理論與實踐過程中總有隱晦或不確定之處，會

受到嚴厲的批評當是常態，然而，我們關心的是存在於某些知識底層的

盲點，因為它們會直接影響或脅迫行動抉擇。對於復育的批評也呈現出

一種程度上的差異，如最基本的生態復育概念的界定。耶利特（R. Elliot）

堅信我們「偽造的」（faked）自然，不能取代之前存在的；卡茲（E Katz）

則更一步認為，所謂復育極可能是貶抑自然的價值，直稱它是人類的一

大謊言；針對上述兩人的觀點，生態復育學家萊特（A. Light）則提出一

種實用主義者（pragmatic）的生態復育觀點，他認為生態復育試圖恢復

人類與自然間的關係，然而並未被發展出來或未充分實現。1或復育可以

說是一種特殊的造園（gardening）行動等。 

何謂生態復育？根據「生態復育協會」（Society for Ecological 

Restoration, SER）的界定，生態復育是「協助回復與生態整體運作的過

程，生態整體包括了生物多樣性中重要的變化分布，生態過程與結構，

區域與歷史脈絡，以及可持續的文化實踐。」2此外，也有學者認為生態

復育是一個社會的試煉，或生態復育是生態學理論最終的一個試驗，3這

可能都反應出生態復育的部分真理。本文的進路是從環境倫理學的思維

                                                 
1 R. Elliot, “Faking Nature”; E. Katz, “The Big Lie: The Human Restoration of 

Nature”; A. Light, “Restoration or Domination? A Reply to Katz,” in Environmental 
Restoration: Ethics, Theory, and Practice, ed. William Throop (New York: 
Humanity Books, 2000): 71-111. 

2 http://www.ser.org. 
3 Jhon J. Ewel, “Restoration is the ultimate test of ecologyical theory” in Restoration 

Ecology: A synthetic approach to ecological research, (editors) William.R. 
JordanⅢ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7): 31-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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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發，它首要關切的是生態復育的價值和規範性議題，諸如復育有何價

值？復育的規範、兩難爭議等，當然也包括了如上述對「復育」定義、

復育理論的後設反省。維卓（Rebecca L. Vidra）強調我們要首先認清，

並提出在生態復育中的各種倫理挑戰；4又如萊特也說，對於參與生態復

育的實踐者而言，他們所面臨到的一個迫切問題是關注生態復育中極為

豐富的道德與倫理學的兩難。若如最常見的倫理挑戰是決定雇主、當事

者建議，或必要作那些事才是對環境最好的？或經費議題，或是為獲得

某一結果作出相關訊息的存取或刪除的兩難等。目前為止，台灣對於生

態復育的研究文獻，大致上都針對生態復育的整個實踐過程，提出規劃

決策與風險評估和管理的規範與框架，並沒有將生態復育視為一個環境

倫理學議題的相關文章。5 

（二）自然價值系統論者羅斯頓的生態復育倫理觀 

生態復育按其所針對之受創生態區塊進行修復、整治或復原等行

動，於是它有一種光譜現象。若按古典的定義，復育是指將某事物帶回

到較早之前的樣態。然而，一旦有人為的某些行動介入的話，恐怕再也

不可能（或程度上）歸返到原來的多樣與複雜性；此時，我們可以說「人

為」是沒有價值的嗎？無論如何我們需要某種判準，它作為一個有效的

介面能夠嵌結人文以及自然環境，在羅斯頓的觀點看來，「價值」就是

一個很恰當的表意，因為我們發現文化領域與自然生境中的價值，所以

它們值得我們進行某些行動以表達人類應然之道。關於生態復育的倫理

                                                 
4 Rebecca L.Vidra, “What Are Your Ethical Challenges?” Ecological Restoration, 

Vol.21, No.2 (June 2003): 120-121. 
5 林裕彬、柳文成、郭瓊瑩，〈環境復育之生態規劃初探〉，《環境教育季刊》40
期（1999 年 6 月），頁 24-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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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對於羅斯頓而言，我們為什麼需要生態復育？它有何意義等問

題，我們就必須從其環境倫理學的主張，即自然價值系統論的觀點來突

顯其生態復育倫理殊異之處。維卓（Rebecca L. Vidra）同樣也認為我們

可以將復育視為一種揭示價值的方法，而不只是一種解決被破壞的環境

的手段。6 

深層生態學家納斯（Arne Naess）曾指出環境危機的根源來自於錯

誤的世界觀，而錯誤的世界觀則是哲學思想的錯謬使然；羅斯頓也作了

根源性的反省，而他的發現更是令人訝異，他認為事實與價值的二分是

生態危機一個重要的根源。事實與價值兩者有相同的根據，同樣是對自

然系統的描述來證實。諸多的生態事實是從自然史之中衍生而來，而透

過人類的評價活動將自然史之內的價值揭示出來。其實更早之前利奧波

德的土地倫理就已經將這種價值觀的轉化展示出來；他說土地不僅是生

態學的概念，也是一個共同體的概念，是我們應該要尊重與熱愛的。共

同體是包括了自然與文化的向度的整全概念，通常環境倫理學家以「混

合」（mix）、「融入」（fuse）或「疊置」（superpose）等措詞來說兩種共

同體的組構。羅斯頓認為從自然史的發展過程看來，人類出現並疊置其

中，這無疑是一個適應、調整與再造的過程，此一過程與自然適應有著

不同的選擇模式，在這裡自然的價值被創造、被保護、被分配、被分享。

「文化是地球史的一個後演化的說法，而它必須被疊置在作為前條件的

自然之上。」此意既已說明兩者的混融是經過長期的適應與被調整、被

創造與改革之後形成的事實現狀。7 

                                                 
6 Vidra, op. cit. 
7 Holmes Rolston, Ⅲ, Conserving Natural Value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4) , p. 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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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在，羅斯頓說，我們的錯誤在於無節制、藐視、冷漠、求快、貪

婪，於是我們喪失了自然的價值。因此，我們要復育生態系統中的整全

與健康。我們唯一要事就是償還，那是可能，也是值得的。償還是道德

的語彙，那是因為有著價值，也是文化。復育作為償還，它也將會強化

人類對自然認同的意義；當我們做更多的研究與復育，也就會更加重視

生物共同體。甚至我們也會更加謹慎關心我們是否會持續干擾自然系統

之間的和諧。羅斯頓認為這種認同的意義與和諧一點都不虛假，它是保

護自然價值的最重要「律令」（imperative）。8 

1、生態復育不是偽造自然 

我 們 通 常 在 生 態 復 育 中 使 用 「 復 育 」（ restoration ）、「 重 建 」

（rehabilitation）、「修復」或「治療」（remediation）、「矯正」（reclamation）

等來指稱，但其中則有不同的意涵，或不同的程度。如「矯正」是將之

帶到一種比較適用的狀態，它並不蘊涵帶回到源初的狀態之意。而「修

復」則較強調其間的過程，並不側重所要達成的結果。「重建」是比較

接近復育的意思，只是比較少的完美。「復育」（restore）意味著將某事

物帶回到較早之前樣態的觀念，它蘊涵了歸返到源初的狀態，以及此一

狀態是完美和健康的。然何謂生態復育呢？我們要帶回什麼？是自然的

過程嗎？在羅斯頓看來，生態復育毋寧是要向前看的行動，為將來而作

的回復事件，它不僅是與過去的生態原型有關，亦與未來有關；它不僅

是技術上，也是哲學的議題。9 

                                                 
8 Ibid., p. 93. 
9 與復育相近的名詞，參見牛津英文字典或 Krystyan M. Urbanska (editors), 

Restoration Ecology an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7), pp. 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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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生態復育是要歸返到源初的自然，雖然它是有價值的，但是，

它總不比之前的豐富。人類為受創的生態環境所付出的善巧技術，似乎

無法與自然的鬼斧神工相較量；儘管我們仿作自然的原型，復育如此地

逼真，但終究不是真實的自然。於是，我們會接著質疑生態復育的目的

或價值究竟為何？ 

自然價值系統論是幾種環境倫理學整體論者之中的一種典型，它的

思維方式並不極端；當我們在思考生態復育時，要注意到它有一種光

譜，有著不同程度的各種類型。如果是極端的話，那就不是復育，而是

完全取代的一個複製品；或者說它是被創造出來的，與源初的自然生境

之間沒有因果上的連結。但是，一個復育必定維持著某一程度的歷史連

續性。羅斯頓曾提及一個例子，如果我們要復育梭羅的瓦爾登湖的話，

那就應該要尊重與謹慎地去重建，在這樣的情況下，此一自然區域是復

育而不是偽造的。 

再者，雖然復育是人類的行動，有時候我們只是將部分生命物種或

運作過程帶入自然共同體當中，而後讓其自行療癒。一旦自然歸復了，

生態復育就不再是人類的行動。整個復育過程類似「助產士」之促成，

而不像工程師的作為。因此，在復育的實踐過程中人類當適可而止，必

須了解界線在那裡，並且要從那個時間點上退位，接著是荒野自然接

管，讓自然自運。儘管自然生境的歷史連續性無法修復，但自然的價值

並非萬劫不復。此意即表明羅斯頓的觀點，復育不是要修復受創的阻

斷；如果我們執意生態復育是這種意義下的判斷的話，那麼說生態復育

是虛假、不真實，在邏輯上是必然的。 

具 體 地 說 ， 羅 斯 頓 認 為 復 育 實 踐 通 常 少 於 前 擾 動 生 態 系 統

（predisturbance system）的價值，因為其間的差異是缺少了多樣性與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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雜性。雖然，多樣性與複雜性是不容易掌握的，但是當它們與共同體的

完整性和健康連接在一起時，生態復育的價值與目的就有較清楚的脈

絡。生態復育的目的是要復育生態系統中的完整性與健康，因為，對於

自然價值系統論者而言，自然系統是孕育、創造價值的場域，完整性與

健康能夠維持這種創造性，所以說我們的復育行動是償還，是有價值

的，它同時也強化了人類對自然的認同，為人類開啟一個評價自我的場

域。10  

2、復育是為了人——自然系統整體價值的存續 

人類的復育行動有時是基於實用的目的，有時候也有可能是利他的

復育。按羅斯頓之意，在人類社會中出現倫理的利他行為是自然史中一

項極為驚人的事，倫理的利他主義只在人類的世界中才出現的；人類除

了自我維護之外，他還能關懷非個己生物的內在價值，這就超越了生物

學上的個體，進入到一種人格意義上的自我，他說：「人格到達了存在

（existenz）的境地，要比動物的生存更為深刻。」11所謂比動物的生存

有更深刻的內容，那是因為自我在這個價值整體當中，除了適應之外，

他作了更多的文化選擇並參與了護持的行動，於是人類自我逐漸向外向

上擴展，作為一個道德能動者的身分，以及他也分享著由自然價值與文

化價值共構的整體價值。在這樣的意義之下，羅斯頓直接標舉環境倫理

學的出現，就是驗證了人類在自然史當中的特殊性，以及自我成為一個

利他主義者使得整體價值的分享最佳化。 

                                                 
10 Rolston (1994), op. cit., p. 71. 
11 Holmes Rolston, Ⅲ, Genes, Genesis and God：Values and Their Origins in 

Natural and Human Histor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9), p. 
281. 



 

人間佛教之生態復育倫理學觀點 

 
 

 127 

從羅斯頓的環境倫理學而言，人類不是利用心靈的倫理行為作為生

存的工具，他的心靈通過對非人類生命的尊重與價值關懷，而得以實現

其卓越之處。舉例來說，儘管鯨魚和某些受保護的瀕危生物，它們在環

境倫理中是人類道德關懷的對象，但卻是無法相互溝通的道德主體，人

類更不可能期望從它們那裡得到相應的關懷；然而，它們存在的價值限

制了人類的行動，避免我們陷入道德上失敗的自私，更深層的是展現出

人類的慷慨（generous）。羅斯頓自我問道，人類能夠在自然史當中繁

衍並擴展到整個地球生境時，他們自己能夠，而且到現在仍在提問的問

題是：當人類充任地球中的要角並且棲居在這個文化共同體當中，究竟

應該如何生活？他說：「最具說服力的答案是迫切地要求一種普世的、

更慷慨的價值之護持。」12生態復育的實踐正能契應此意。 

人在共同體中的角色，從事實中發現價值，創造與分享自然價值；

當再與生態復育嵌結而言時，就更具體地說明人類在自然中的處位，以

及作為一個有情識的個體與其它生物在這個共同體當中所扮演的角色

不同。在羅斯頓之前，利奧波德對於土地作為一個共同體的概念，以及

其生態系統金字塔結構的穩定和健康有所敘述，土地倫理就反映了人類

對土地的健康負有責任；13羅斯頓贊同利奧波德的觀點，並進一步將土

地共同體的整全、健康與生態復育之間連接起來。他說：「健康和整全

通常是危脆的事物，也很快地就讓那些輕忽它們價值的人破壞，這不僅

對人類而言是真實的，同樣對地球也是如此。」14整全或說完整和健康，

                                                 
12 Ibid., p. 287. 
13 A. Leopold, A Sand County Almanac and sketches here and there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9), p. 221. 
14 Rolston (1994), op. cit., p.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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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們在生態系統中不一定是同義的，生物共同體與人類之文化共同體固

然不同，但生態復育的行動所面對的整全是人與自然混融的生命共同體

的整體世界；我們肯認源初的系統中有其完整性，這一種完整性如果恰

當地被復育，那麼它就能夠持續運作。因此，羅斯頓強調生態復育倫理，

價值的平衡以及可實踐性才是重要的。環境危機是價值失衡的事實，它

並不是一種極端化約論所得到的結果，是我們檢視人類的文化發展已超

出技術文明與保護自然價值的和諧光譜之後的發現；文化的發展稱不上

是完整的，因為它們並不適合支持生物的整全性。當文化行動阻撓了自

發性的自然之際，它也是不健康的。 

3、結語 

如果我們說復育的定義是將某事物帶回到較早之前樣態的觀念，這

是一種古典的界定義；那麼，羅斯頓的觀點可以說是一種非古典的，或

者是擴充了古典式對於生態復育的觀點，也可以說他的生態復育倫理觀

點是從其自然價值系統論的環境倫理學主張而出，因此，自然價值是被

置放在優位的，但並沒有與人類文化共同體割離，它原本就是一個實踐

人與自然共存的共同體的事實和價值平衡的議題。生態復育不是什麼直

線式的回歸行動，羅斯頓的觀點類似本文第四節之多元系統的交互循環

回饋的活動，它是一種人類改變生命事實的實踐，是人在人與自然系統

整體中發現、創造與分享價值的行動。 

此外，自然價值系統論的生態復育觀對當今生態復育的理論與實踐

有其他可能的助益嗎？從羅斯頓對於土地倫理的解釋與開展上來說，利

奧波德的生態格準進一步延伸到生態復育議題，生態復育必須將生物共

同體的穩定、和諧與美納入倫理考量，不論是直接或間接地，任何會造

成生命共同體之整全的回饋循環系統與和諧健康運作的行動應該被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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止。生態復育是有價值的，因為它能夠有助於生命共同體的整全、穩定

與美；我們從羅斯頓對於土地倫理的創造性解釋所得到生態律則，可以

作為生態復育的決策時應用的倫理規範。 

（三）生態女性主義者的生態復育倫理觀 

本文第一節自然價值系統論者羅斯頓認為，我們必須區分復育與復

原或重建，後者是自然自身的復元，歸復自然，整個生態復育其實呈現

一種不同程度的光譜。生態復育學者或哲學家首先都共同關注於復育概

念上的爭議，而生態女性主義關注生態復育議題，相較之下是新的主

題，它的思維起點亦較特殊，「方法」上則顯示出一種後設的反省性格，

處處都展現出其思想邏輯的一致與強力的批判性質，我們可以從其對復

育的理論看出；再者，按生態女性主義者的觀點，復育過程或許充斥著

過多的不當人為要素，以及在生態復育的實踐中大部分都未被揭示出來

之默許的「宰制」與「壓抑」，這便是生態女性主義者首要關切的起點。

本段落主要根據帕瑪（Colette R. Palamar）的觀點來論述生態女性主義

者的生態復育觀點，針對生態女性主義者之復育概念、對生態復育理論

的批判，以及正面提出復育理論之形構為重點。15 

1、生態女性主義者對生態復育的批判 

生態女性主義者認為通常我們總是拋出一種侵略性的復育規劃，並

且認為那是對土地最好的，人類就是踩在這一條宰制標線上前進。與此

相反的觀念是當我們進行復育的實踐時，我們應該開始考量土地自身扮

演著主動的角色。於是，生態女性主義者的復育觀，首先是採取另一種

                                                 
15  Colette R. Palamar, “Restorashyn: Ecofeminist Restoration,” Environmental 

Ethics, Vol.28 (Fall 2006): 285-3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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跳脫宰制的步調，再者，提出類似羅斯頓的呼籲，建議人類土地的經營

者須更真誠地傾聽土地的聲音，將他們的觀念作更周延與精純的提煉，

重新考量那些物種與作法是能夠被接受的。多元論的倫理特性基本上是

生態女性主義者的共法，因此在復育的實踐之內，一種較寬闊的容忍是

必要的；帕瑪就相信生態女性主義者的觀念與「限制條件」（boundary 

condition）可以發展出這種較寬容的復育。16  

所謂生態女性主義者的觀念是指其哲學思考的洞見，沃倫（Karen 

Warren）發覺人類的思維與世界觀的概念架構，存在著一種壓迫的特性，

當我們在考量人與自然的關係時，此種觀念架構及滲入思維模式並成為

支持性的依據，其中（一）二元論的思維方式和（二）宰制邏輯（logic 

of domination）兩項，生態女性主義者即首先用以檢視當前的生態復育

觀點。生態女性主義者指出我們要認清，並且拒絕運用二元論者的思維

方式，或許我們無可避免要做某些區判，但不定要接受內在於二元論者

的價值分層；正如沃倫說，我們有必要區別差異，但不必作價值層級的

排序。帕瑪認為生態女性主義的復育觀，拒絕二元論的思維可以有幾個

概念與實用的好處：171.人類與自然世界的關係不再是割離的，甚至是在

自然之上，受破壞的與被復育的不再嚴格地二分。2.能夠接受更多的相

似與差異的連續性。我們對生態復育將不再視為被破壞的系統的復育，

而是將之視為一個過程，我們藉由這個過程來建立為土地開啟更多可能

性的條件；而且，這些復育的條件，最終也將促成土地主動地參與的參

                                                 
16 此是直接針對沃倫的思考脈絡與其架構理論的限制條件，參見 Karen Warren, 

“The Power and the Promise of Ecological Feminism” in Environmental 
Philosophy: From Animal Right to Radical Ecology, ed. Michael. E. Zimmerman 
(New Jersey: Prentice-Hall , 1993): 320-341. 

17 Palamar, op. cit., p. 2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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數。這類似羅斯頓的觀點，將復育過程視為一種學習，或創造價值，因

為它指出：人類透過復育一事之因緣與非人類生命的豐富與多樣性共生

共榮，而說創造價值則是基於自然系統價值整體論的觀點，由於自然整

體價值的豐富亦即是人類的自我圓成的價值根源，於是也得到更深層的

支持。3.如果我們拒絕二元論的思維，我們會比較適當地將「復育」

（restorashyn）視為一個過程，18而不是目標；「restorashyn」也將不再是

一個在時間長度、政治上被決定的，且是我們能夠或必須想要完成的結

果。 

生態女性主義者撇開企圖完成一種命定的歷史的觀念理想，而朝向

允許、促使，甚至是接受一種更開闊的物種多樣性、穩定的觀念與最終

的目的。我們肯認「restorashyn」是生態系統的動態與變化的性質，我

們就不再堅持於古典式復育生態的說法，而強調開放出更大可能性與遷

移某些物種，並不是因為「ㄊㄚ」19們確實是外在於我們可以接受的範

疇裡，而是因為「ㄊㄚ」們限制了更多其他物種的可能性。簡單地說，

一種生態女性主義者的復育，並不在土地中刻畫我們的意志，但只是讓

土地與當前在土地中的物種共同參與初始的復育。在這裡我們看到生態

女性主義的復育觀，在規劃概念和物種抉擇而言，相較於嚴格的歷史與

傳統的復育觀，它是朝向一種更寬廣的包容。 

宰制邏輯或支配邏輯的思維，按沃倫的說法，此邏輯結構建立起所

有的宰制形式，並作為歧視或差別對待的基礎。我們甚至可以這樣說：

                                                 
18 Ibid., p. 292. 將「Restoration」重新拼寫為「Restorashyn」，表示：較能突顯

生態女性主義者重新對復育的概念架構作重新思考，以及開展復育的意涵。 
19 在這裡順應生態女性主義者的思維方式，不做對立分別與區判價值的從屬；

因此，對非人類生命之指稱以注音符號標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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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別產生優越，而優越證成宰制。沃倫進一步說此邏輯錯謬或失敗之處

在於，將兩個內在與未經證實的假設同一化。即 1.差別不僅作為實用上

的優越性，更進而作為道德上的優位；2.如沃倫指出的：「對於任何的 X

與 Y，如果 X 在道德優於 Y，那麼，X 對 Y 的支配在道德上是可以成立

的。」20意即 Y 從屬於 X，在道德上是合理的。 我們可以說，哲學女性

主義者實際上是對此一宰制邏輯的對抗。因此，就生態復育的議題，對

於此宰制邏輯的理解與批判是首要的。 

生態女性主義者提出警示：人類在實踐生態復育時，將人的優越置

放在土地上嗎？而在生態規劃時是否也假定了人類的專擅，並為生態復

育過程提出實質與重要的指引？生態女性主義者重新思考復育後認

為：211.人類只是土地與所有在土地上繁衍生息者的夥伴，包括那些我們

認為不是原生的，或甚至是侵入者。2.生態女性主義者認為土地在復育

過程中應當有一個較重要的聲音。土地並不僅只是主動之人類試圖要復

原的被動對象，在生態女性主義者看來，土地是多樣的、活生生的、相

互關連不斷發生的系統的一部份。3.生態女性主義者認為復育觀不限制

不斷發生的生物共同體在一個過去的理想，而是肯認強化過去的生態型

（ecotype）在當前的景觀中，這正是反映出人類能夠正確地運用土地。

因此，生態女性主義者復育觀包括了某些非原生物種的出現，它致力於

引介原生的物種，但並不一定座落於某處的特定物種，且它反對復育是

回復到一種歷史的生態系統組成，因為那限制了更寬廣的可能性。 

綜結上述生態女性主義者對復育概念的哲學反省，它削減人類在復

育過程中宰制的可能性與範圍；它要求一種與土地、生息於其中的物

                                                 
20 Warren, op. cit., pp. 323-325. 
21 Palamar, op. cit., pp. 295-2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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種，以及相關涉的人之間的獨特對話。再者，它接受過去的理想與現前

混生的物種，因此說生態女性主義者尋找強化土地的可能性、更開闊的

選擇，甚至是認真地聽取土地的聲音而作決定。帕瑪認為這一種審慎的

開放性對於進行復育的諸多條件而言，正是守護永續的生態功能，一方

面也減弱將生態復育限制在古典或典型的生態復育系統的宰制傾向。22 

2、以「Restorashyn」速寫生態女性主義者的

生態復育理論 

沃倫的「限制條件」是用來為哲學生態女性主義思想劃定範圍的一

種方法。23它的重要性是能夠為生態女性主義者的理論，增添更清晰的

理論結構以及較具體的實用性格；每一個限制性的條件都為生態女性主

義者的生態復育實踐劃出界線，並展現出生態女性主義者實踐性格，除

了讓我們了解每一個限制如何作為一個格準之外，亦影響和指引生態復

育的過程與實踐。帕瑪認為沃倫的「包容與多元」、「質疑客觀性」與「過

程理論」（theory in process）等限制條件可以用來表達生態女性主義者的

復育理論。 

（1）包容與多元 

雖然，沃倫所說的包容，特別是指被壓迫的人，但根據此一道德邏

輯推擴到非人類生命是合宜的。在女性與自然之間的概念性連結，早已

經被清楚地揭示出來；因此，在復育的決策與實踐當中，可以很容易反

                                                 
22 Ibid., p. 296. 
23 沃倫原意有八個限制條件，即：反自然主義、脈絡論者倫理學、結構的多元

論、過程理論、包容、質疑客觀性、強調為愛關懷友誼信任與互惠關係、強

調關係價值與反對抽象的個體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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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出生態女性主義論者的正面主張，他們直接拒斥壓迫的現象思維方式

之存在。特別是為土地的回復，並不侷限在歷史的理想藍圖上，以及更

寬的多樣物種的可能性。而在實踐上，生態女性主義復育者（restorashynists）

並不會試圖滅除所有的非原生物種，在他們看來非原生、非入侵的物種

通常較不具威脅，半原生物種可以為生態復育帶來好處。24生態女性主

義復育者在此運用此一條件可以孕育更大生物多樣性，以及為復育計劃

促進更寬廣的包容性。25 

多元的限制性條件也扮演了確保沒有單一觀點宰制其它的「他

者」，倫理學之多元論的立場是：拒絕由倫理價值、信念、態度與行為

所定價的單一聲音。於是，多元論者提醒我們要包容多樣性，並小心落

入由強力的一致化消融了多樣觀點的陷阱。因此，生態女性主義者認為

其所提供的一項指引：在復育計畫中引入最大的多樣性與複雜性才是適

合、且可以被接受的。無論如何要完成生態復育的目標並不僅只是一個

人的理想圖像的觀點，當我們開始質疑一些被選定的理想的景觀圖像

時，就會發現是一些致使決定倒退、人類中心、歷史的理想為基礎的復

育目標。在生態女性主義者看來，生態復育者最大的錯謬在於肯認了歷

史的理想圖像，完全是客觀性的，於是在從事復育經營管理時就無法對

其復育目標的基礎提出質疑。26 
                                                 

24 Palamar, op. cit., p. 298. 帕瑪並舉出實例說明。 
25 包容與多元（plural）相互涵攝，多元論通常是倫理學的一種主張或特性，而

包容則是建立在多元論的基礎上。倫理學中一元與多元的不同，在於多元強

調實質上無隸屬、無高低的並列式多元，它不只是與「一」相對，它更直接

否定掉「一」、取消「一」，生態女性主義者的論點與此契應；然，在環境倫

理學中有諸多不同整體論主張者都是多元論者，多元與包容的倫理學性質並

不專屬於生態女性主義者。 
26 Palamar, op. cit., p. 2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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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質疑客觀性 

沃倫要我們挑戰有客觀性的論述，意即她並不認為有此一觀點存

在，仰賴價值中立、客觀性來造就不偏倚的立場。她直接質疑客觀性，

並以多元和包容來支持與回應相關涉的需求、願望及信念。質疑客觀性

的條件表現在生態女性主義者的復育觀點是對復育的理論與實踐提出

質疑。若如：我們能夠宣稱所選定的歷史生態型是一個能夠運作最好的

嗎？復育的觀念是建立在對生態科學的一種客觀性的了解基礎之上

嗎？復育是否仰賴人性在非人類自然中是較優位的社會建構等？質疑

客觀性是生態女性主義復育者的重點之一，不僅反對一般的復育理論，

它也針對生態女性主義的理論中是否存在一種客觀性的觀點。 

此外，在質疑客觀性的邏輯下也指出了，生態女性主義的復育並不

優於其他的復育理論，並沒有任何客觀的、價值中立、不偏不倚的生態

復育。無論我們作如何的選擇，我們都要建立在我們殊異的處境，且無

法將普遍性抽象化為客觀性。質疑客觀性強化我們對個殊的位置與處境

的獨特性給出更多的尊重的能力，質疑客觀性的條件表現在生態女性主

義者的復育觀，最特別的是提問：是否嚴格地限制了生態系統的組成物

種對土地是最好的結果？27 

（3）過程理論 

生態女性主義者要求在實踐中的理論，有必要對社會網絡與科學知

識之不可預知的變化採行開放的態度，當然也包括自己的理論。因此，

當過程理論運用在生態復育的計畫時，它會肯定、贊同決策是以我們的

社會文化、科學與生態條件的改變為依歸。既然是一種在進行中的理

論，當然也深信我們的理解可能是不完全的，甚至要接受此不完整的知

                                                 
27 Palamar, op. cit., p. 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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識；生態女性主義者的理論與實踐就是建立在變化過程之上的一種理

論，我們也可以說此一限制性條件是表現對自身理論所抱持的一種謙沖

的態度。 

生態復育理論是一種進展中的過程理論，此一說法是能夠得到其他

環境倫理學者的認同，因為：1.依我們目前的知識，對於諸多特殊的物

種在生態系統中的功能，以及更精確地確定其在多樣性中的價值是有限

的；2.甚至有未知的部份，某些物種對生態系統的穩定性，特別是在未

知的條件狀況之下未來會是如何？28 

生態女性主義的復育觀點可以為生態復育的實踐過程中所產生的

概念問題，提出重要的釐清或批判性的見解。但是如上列舉之思維方法

與限制條件，並未盡舉所有生態女性主義者的哲學思想內容，對於生態

女性主義者的復育觀和當前生態復育理論的建構而言，我們當是抱持更

開放的態度，可能還有其它的觀點對生態復育理論與實踐是有助益的。 

3、結語 

生態女性主義復育者對生態復育議題最重要的貢獻，是以其哲學思

維來表達拒絕內在於生態復育行動中的宰制邏輯和區判價值層級。因

此，生態女性主義者拒斥宰制，並為生態復育所做的修正是必要的。又

生態女性主義者的復育觀以其過程理論與對客觀性的質疑，在生態復育

的理論意涵與實用性的變化上，對於某些生態復育的概念性挑戰而言，

至少是一項成功的解題。上述如思維議題四項限制條件是較能夠表現

restorashynists 的觀點，其它則似乎較少散發出改革的光芒。事實上，我

們可以再納入其中：強調關係價值與反對抽象的個體論之一項，在論述

人與自然關係性的結構中，除了較激進的批判外，在放棄對自然的宰制

                                                 
28 Urbanska, op. cit., p. 3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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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後，是否尚有增加生態女性主義者自身理論的可能性。 

三、生態復育倫理作為一種環境倫理典範 

生態經濟思潮的先驅布朗（Lester R. Brown）曾經對於復育地球的

具體作法，他的建言是：「復育地球的林地與草原的覆蓋來保護土壤，

減少洪水氾濫，與吸收二氧化碳，那是我們能夠復育地球的一種方法，

於是地球不僅能夠支持我們，甚至可以支持我們的後代子孫。」29我們

將會漸愈清楚生態復育是社會整全的「善」的一部份，並且也與未來世

代社會整全的善嵌結在一起，因此，我們就有更強烈的動機支持生態復

育計畫。 

此外，喬丹（William R. Jordan Ⅲ）說生態復育能夠為一個健康的、

有益於人類與自然景觀之間的關係，或更確切地說，能夠為新的環境典

範提供一個基礎；他的論證方式是首先提列出在這種關係之中有六項要

素，再進而舉證生態復育能夠滿足。他強調生態復育的過程，不只是一

個有效益的過程，也是一種表達的行動，這一個觀念不僅只是用來裝飾

復育，更是用來發揮強化它的表達力道。因為，生態復育可以作為人類

學習與自然保有一種健康關係的方式，這也是復育作為一種文化事件而

出現的說法，它就類似人類其他的活動，如選舉、運動競賽、嘉年華會

或其他慶典一樣，甚至是如利奧波德所說的「文明社會」不只是與自然

景觀和諧共處，而且是不間斷地與自然景觀進行對話。30 

                                                 
29 Lester R., Brown, Plan B: Rescuing a Planet Under Stress and Civilization in 

Trouble (New York: Earth Policy Institute, 2003), p. 150. 
30 William R Jordan , “Sunflower Forest: Ecological RestorⅢ ation as the Basis for a 

New Environmental Paradigm” in Environmental Restoration: Ethics, Theory,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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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類與自然景觀之間的關係必要的六項要素是： 

第一、為了滿足人與自然景觀之間的健康與和諧關係，我們需要組

成自然景觀的各種有生命和無生命的存在物。 

第二、我們需要與這些系統有一種生態學的關係，這是彼此互益

的，都涉及了取得與回饋。 

第三，面對這種互利的關係，需要人類的身體、心理、情感和精神

的能力。 

第四、其中的一項能力是一種歷史感，人類面對與處理各種景觀和

自然形成的歷史意義。 

第五、由於人與生態的關係持續變動著，因此，界定此一關係的典

範必須是變易的，得以被擴充與發展。 

第六、我們是能夠使用語言，並且具有高度自我覺識的社會性物

種，因此，我們不僅需要重新揭示、界定人與自然的關係，且要以一種

利己利他的方式來開發和讚頌這種關係。 

按喬丹的說法，生態復育可以分別對應，並且滿足上述六點的要

求；因為，生態復育有目標對象、生態學向度、人類全面性的能力、考

量過去的歷史、變化與適應，以及生態復育期待和揭露了人與生態之間

值得慶頌的關係。31 

（一）有目標對象 

本文在第一節對於生態復育的界定及其涉及的倫理議題，生態復育

仍然是在其發展初期，充滿諸多困難與不確定性；於是，在技術或態度

上，它需要人類更精確與審慎地面對。當我們要進行復育時，同時很清

                                                                                                                   
Practice, ed. William Throop (New York: Humanity Books, 2000): 216. 

31 Ibid., pp. 206-2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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楚：是因著過去人類經濟活動對環境造成的破壞的事實，以及也肯認人

類正面的影響，並且可以透過某些復育過程作出有效的補償。具體而

言，復育真正要求的是一個系統能近似原初的運作。因此，就包含了物

種項目以及共同體結構的再造、功能與活力的再造，也就是說既包括生

態學和演化上的意義。它既顯示出創造，也表現出保護的意思，為確保

成效，它必須被持續監控與測量，漸愈推進到所謂源初的運作狀態。這

種進行方式蘊含了一種動態的平衡，長期的努力並持續地維護一個系統

以抗拒新的影響所招致的變化之壓力，這就是我們會在某些地方所從事

的保護工作，它的目標或結果就是增加生物的多樣性與豐富性。 

（二）生態學向度 

喬丹認為環境主義者最大的挑戰並不是避免人類的影響來保護自

然，或從人類身上拯救自然，而是在自然與文化之間的關係中提出一個

健康的基礎。這意味著人類社會能夠在生命共同體中與自然景觀共同運

作，如利奧波德所說的「互惠關係」（mutually beneficial relationship）或

和諧關係（harmonious relationship）。從環境倫理學上來考量的話，這一

種關係有幾個限制性意涵，它包括：最低度的影響、除照片不帶走任何

東西，以及除了足跡外不留下任何東西的勸誡，人是被界定在一個自然

的造訪者角色。他似乎不是共同體的成員，但只是自然景觀的使用與消

費者。此種觀點，對於所謂健康關係而言，只是部份有效，因為就我們

必須努力完成實現典型的生態系統與共享而言，我們就必須直接參與其

中，在最完整的意思底下實現在那裡的事物。 

傳統的進路觀點是建立在一個前提下：使用是破壞性或消耗性的舉

措，它必定會危及自然景觀。然而，限制使用並無法滿足人的渴求或專

注，他們總是想要處理生態系統回應人類影響的改變，那怕是細微的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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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真正的保護也不是限制人類的參與，而毋寧是發現一種建設性的參

與方式。復育是自然再棲住（reinhabitation）的關鍵，長遠而言，也是

自然保育的關鍵。如果沒有復育，那麼人類對自然的影響是消耗性的，

在一個復育的規劃脈絡過程中，使用變成是完成一個交互關係的第一

步，並在復育行動中完成。因此，在此意義下，復育是人類影響自然景

觀的認知，以及試圖以一種較精確方式來償還，讓典型的景觀能夠繼續

存在，人類進行復育的全過程，無論如何都不能將文明拋在腦後。強調

生態學的思維模式，是要面對自然與人文共同形構出來的生活世界，且

正視人類對它的影響與找到一個健康的關係基礎；因此，我們進一步

說，生態復育倫理就必須落實在此一整全的生活世界之中。 

（三）人類全面性的能力 

新的環境典範認為傳統的進路對於環境衝擊的回應，其失敗在於沒

有處理人的全幅域能力、利益與價值，以及包括一些文化成果；較全面

性的復育行動已經出現一個轉向，從前是以自然導向為主，例如滑雪、

賞鳥與研究調查，現在則擴大範域，包括一些較主動參與的行動，例如

打獵、釣魚、採集與開發等，與傳統的觀點相較，這些不只是消耗，而

是建構性的。因此，復育直接面對的是一個較全面性的物質、理智、社

會與情感的問題，它確實蘊含著一種概括文化發展的型態，一種人類技

術操作與成果調動的型態，人類必須由此來理解、檢視和考驗人與自然

之間的關係。 

（四）考量過去的歷史 

人類對歷史內容的理解，它也體現了我們與某些特殊景觀的關係，

甚至是過去幾千年來自然的改變。它一方面是我們的世界觀的一部份，

而且我們的環境典範也必須將它納入考量。不論是人文歷史或自然史，



 

人間佛教之生態復育倫理學觀點 

 
 

 141 

都不只是在文字上面更新對地球的解讀而已，它更揭露過去，並且看到

進入或利用自然的經驗，乃至於形成人類、文化、共同體與一個個體等。

人類在自然史過程中的生物學上的演化過程，以及智性上，乃至倫理與

宗教上的能力都是在歷史中的突現。生態復育提供了讓我們了解歷史經

驗的幾個向度，例如個體在特殊地方的直接經驗、共同體或社群，以及

一個特殊社會或文明的一個長遠的歷史、深度的文化發展歷史、生物地

理學與演化所記載的自然史等。 

按生態復育的傳統定義，起初生態復育學家造訪歷史似乎要扭轉歷

史，甚至可以說生態復育事實上是一種時光之旅的方式，因為我們所謂

復育是歸返較源初的歷史系統。於是當我們進行復育時，第一步驟就是

理解之，進而了解不同的影響因素，揭露變化及其相牽涉的行動，而且

變化的代價也是其中一門課程，甚至是區判為什麼有些變化是可逆的，

有一些則是不可逆的。考量歷史的向度讓我們了解復育不只是試圖要扭

轉歷史，它也是某種特殊文化演變的重現，從打獵與蒐集、到造園與農

墾，到科學行動等。因此，生態復育的實踐也就不只是生命物種或生態

結構上的過去而已，它還是人類在自然史之中的各種發展軌跡與結果。 

（五）變化與適應 

人與自然之間的疏離，事實上也可以說是文化上的改變，如此論斷

不是極端化約的說法。無論如何，問題不是在人類共同體之內的改變必

然不利於某些有特色的景觀，而是環境主義者對自然必要的防衛，即強

調避免人類影響的一種保護，因此就無法掌握人類與自然互動的問題，

如前段所述，人儼然站在一種觀察者的角色。依此環境典範的前提而

言，最根本的問題不是人類的影響，因為它是無可避免的，問題是在無

法認清影響，以及讓它消失的趨向，解決環境問題並不只是保護，以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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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立更高的圍籬，徒然地將自然與文化割離，而是坦然地承認人類對自

然景觀的影響並且進行補償的計畫。要如何扭轉此一影響，或甚至說它

不僅只是一紙計畫，它涉及的是持續對話，它和我們處理生命共同體，

以維持作為一個民主社會和讓它適應改變的對話是並行的，適應新的關

係並不是站在一種旁觀的立場而與之無任何的牽緣。 

（六）生態復育期待與揭露了人與生態之間值得

慶頌的關係 

人若總是外在於自然，於是乎就無法避免文化影響所波及，較明顯

的是生物圈的豐富性與功能上受到威脅；面對生物圈的命運與福祉，似

乎就仰賴人與它之間的關係，一方面我們要發現的，就不只是如何才能

與之有一種健康的關係，也要如何以個人或社會效益的方式來明確地表

達與慶頌（celebrate）這種關係。喬丹認為這是他對於生態復育的研究

中一項重要的覺察，截至目前，它是生態復育中未被揭示出來的一個面

向。生態復育的價值，它不只是一個過程、一項技術，或一種保育的策

略，它的重要性更在於它是一種表演藝術（performing art），以及作為一

種新的儀式基礎來傳達自然與文化間的關係。生態復育終究讓我們知道

我們屬於土地共同體，人是共同體中的成員，是屬於地球的，這是讓人

愉悅的好消息。簡單地說，他會有如此的斷言，是在人與自然或從未是

「一」的前提下，因此，能夠讓人重新體驗此一層關係，雖然是再建構

的事，但無論如何有此一結論是值得讚頌的。喬丹亦舉出《自然的終結》

一書的觀點，它是一個人與自然疏離的典型模式，人類現實處境的絕

望；由於人類的沾染，自然即將走向終點，甚至對於自然的愛沒有將來

可言。但是，喬丹卻與它持相反的觀點，人類得以藉由生態復育之熱情

參與實踐，潤澤人類與荒野自然之間的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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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或可以提出質疑：生態復育果真可以作為當前環境倫理中的一

個環境典範？因為它還在發展當中，作為一種過程理論，它的確提出了

更周延與深層的反省；關於人與自然的整體關係，近年來的環境哲學已

累積了相當多的論述成果，若如深層生態學、羅斯頓的自然系統價值

論，或甚至如柯倍德對於大地倫理掘發出其形上學的涵義等。事實上，

暢言人與自然的整體關係，鬆泛地說，喬丹並不道地，中國儒、道家，

或佛教從根源處都將此一種關係視為理所當然，但不輕忽。他們的表述

是原來人與自然關係，從最初的預設到最後的事實都在同一個圓滿的循

環點上相遇，平淡但有深度，有平靜的喜樂，但不會有值得慶頌的結果。

雖然如此，同時考量人性的弱點與可能性，甚至在實踐歷程中持續對此

關係的調適與對應，並且是在自然與人共同構成的整全世界中進行的，

這幾乎是生態復育全面性的要求才具備的內容。 

四、人間佛教的環境倫理與生態復育倫理 

生態復育提出了一種新的環境典範，一方面得以嵌結人間佛教的環

境倫理觀，而且人間佛教的環境倫理實踐即有契應當前環境關懷之著力

處。本文嘗試用環境存有論的觀點來解釋人間佛教的環境倫理學內容，

以及對生態復育倫理的理論與實踐提供任何可能的撐持與貢獻。 

人間佛教最關切的是個己生命的圓滿、解脫，但是根據佛陀的教

誨，以及後世對於佛法的解讀，個己生命的圓滿未嘗可以離開各種非個

己的「他者」，不管這「他者」是否為有情生命或無情存在物等，在這

一種解釋的框架底下，「他者」幾乎被涵蓋在一種整全關係當中。進一

步說佛教的環境倫理觀點，人與自然或環境通常被視為一個整全的關

係，亦即佛教環境倫理學是一種整體論的類型。席法（Padmasiri de Silv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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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說到一個佛教徒必須謹慎地使用「整體論」這個字眼，因為佛陀是一

個審慎的脈絡論者，當它被使用在表達環境觀點時，便需要被脈絡化。32 

如果我們以環境存有論的解釋模式來說明人間佛教的環境倫理觀

點，則更能展現出所謂脈絡化的實存感；環境存有論的概念曾經被用以

表述深層生態學家納斯（Arne Naess）的生態哲學觀，他之所以被稱為

一位環境存有論（environmental ontology）哲學家，是因為納斯的環境

哲學從一開始就直接反省人類的世界觀是環境危機的根源，他提出一種

「觀看世界的新方式」（new way of seeing the world），33嘗試透過存有

論來揭露人與自然的最源初的關係；之後，詹姆斯（Simon P. James）也

曾經從環境存有論的進路，對佛教、海德格晚期以及深層生態學作對

比。34他提出一個「以物為中心的整體論」（thing-centered holism）概念，

並以之來調和環境倫理學整體論與個體存在物的本有價值之間的難

題，他認為這三種觀點都明顯地標示出一種在世存有（being in the world）

的模式。 

詹姆斯提出「以物為中心的整體論」觀點，其實就是指這幾種整體

論提出對於「物」的觀點，而這樣的觀點是從存有論的進路來說，物是

被置放在整全中而言，以及在此強調某種觀法。人間佛教的倫理學特性

的思維方法是超越二分、主客對立的，一旦將自然視為一認知的對象

時，人與自然的整體關係之表述恐怕限於矛盾而無法超克。按他的說法

                                                 
32 Padmasiri de Silva, Environmental Philosophy and Ethics in Buddhism (London: 

Macmillan Press Ltd., 1998), p. 117. 
33 Eric Katz (etc.) (Editors), Beneath the Surface: Critical Essays in the Philosophy 

of Deep Ecology (London: The MIT Press, 2000), p. 264. 
34 Simon P. James, “‘Thing-Centered’ Holism in Buddhism, Heidegger, and Deep 

Ecology,” in Environmental Ethics Vol. 22: 359-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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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用以解決整體論與個體存在物之間的緊張對峙關係，既以「物為中

心」，如何跳脫「物」，如何由對個體存在的關注焦點「得以」轉移到「非

實體性」的整全？這可能性即在於「觀法」，在這樣一種解悟的經驗當

中，人與自然的整體性得以被揭示出來；然而，此際尚未對個別「物」

有所交代，因此，還需要「環境德行」重返並予以肯定，即是對人或人

性的解析面向，例如，在中道智慧的觀法下，菩薩既已自我得救，雖知

五蘊皆空，諸行無常，但仍以大悲心慈視眾生，透觀世界；在環境存有

論的解釋架構中，人性、觀法、物－我關係三項成為環境存有論的要素，

甚至不可偏側。 

生態復育的議題有可能是人間佛教具體實踐的一個新場域嗎？從

佛教環境存有論內容可以進一步推衍出人間佛教在環境德行、環境價值

觀、環境倫理的多元論，以及環境整體論思考與實踐等四項，一方面嘗

試回答，並且說明人間佛教有助於生態復育倫理的理論與實踐之處。 

（一）人間佛教的環境德行 

佛教倫理對於尊重生命的動機是出自於慈悲，對有感知能力的生命

提出離苦得樂的種種消除方法；而人間佛教的環境倫理建立在環境德行

論的基礎上，或採行德行論的進路，這大致是諸多中西環境倫理學論者

所共同肯認的進路，若如：莊慶信認為眾生平等原則、慈悲原則、八正

道為主是為佛教之環境素養內容，35釋昭慧之「護生」、「緣起中道」與

「自通之法」的論述，36佛教的環境德行不僅針對有情生命的感受，它

                                                 
35 莊慶信，《中西環境哲學：一個整合的進路》（台北：五南圖書，2002 年），

頁 119-48。 
36 釋昭慧，《佛教倫理學》（台北：法界出版社，2001 年）；《佛教後設倫理學》

（台北：法界出版社，2008 年），頁 95-1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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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非人類個體生命、自然環境惡化並不是冷漠的；它毋寧就蘊涵一種敏

銳的生態感知能力，而這種能力更是經過長期親臨提升的，如印順導師

《成佛之道》偈頌云「初以習成性，次依性成習」。37再者，佛教提出「戒

定慧三學」與「六度」等的內容，亦強調人要謹慎去察覺在生活中一些

最細微的心念與行為事件，目的是能夠處身在這些情境脈絡而不違戒

律，甚至符合中道的智慧，這個過程的訓練與發展有助於生態敏感度

（ecological sensibility）的提升。 

生態復育首先讓我們了解人類對自然的影響不能是消耗性的，人間

佛教規約性的戒律於此得以發揮作用；而且人類對自然景觀的認知，生

態敏感度的高度與同情共感的自通之法也攸關生態復育能否更精確進

行之必要條件。再者，如羅斯頓說生態復育也是一種道德意義上的「償

還」，生態復育一方面是人類自覺對自然的補償，以人間佛教的觀點看

來，生態復育更積極的環境德行意涵，既是「感恩」，也是「悔悟」，從

更根源的因果律則底下，主動承擔過去不道德的業報，甚至是環境共業。 

（二）人間佛教的環境價值觀 

關於環境倫理學中價值議題的爭論，如個體與整體價值之間、內在

價值與工具性價值等，人間佛教雖然不是很高明地能夠處理這些問題，

但並不陷入人類中心論的某些妄見，而且，對這些爭議的處理方法並不

是抽象的，以及不落入與實相正見無關的理智辯駁中；簡單地說，人間

佛教依循的原則是「護生」，有情生命與其他的生命存在個體，以及撐

持這些生命得以延續的各種生態棲地、資源等，基本上都有其價值，而

且不論是任何生命個體、或說其本有價值或工性價值等都無法獨立存

在。此外，如羅斯頓說自然是一種系統價值，除了經濟價值之外 我們

                                                 
37 引自釋昭慧，《佛教後設倫理學》，頁 1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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還可以發現它有道德上、象徵意義上、美學上與文化上的價值。 

生態復育是復育生態系統中的完整性與健康，而自然系統是孕育、

創造價值的場域，完整性與健康都能夠維持這種創造性，因此，人間佛

教支持有價值的復育行動，人類透過復育一事之因緣與非人類生命的豐

富與多樣性共生共榮，這也是人類自我圓成的實踐過程。簡言之，生態

道場是一個學習、實踐與教導生態智慧的地方。38或許我們可以再提問：

生態復育的複雜過程，在不同的行動目的中還區分不同的領域，或在每

一個領域中，我們如何決斷有關價值衝突或兩難呢？無論如何，這涉及

人間佛教的脈絡論與多元論的倫理特性，或許考量復育目的的效益，符

合緣起中道的倫理原則，以及透過平衡反思來抉擇符合正義原則是較佳

的進路。39生態復育應驗當代的生態學理論，也考驗所有參與實踐的人，

無疑地，它也試練著人間佛教的環境實踐者。 

（三）人間佛教的環境倫理的多元論 

人間佛教環境倫理根本上是多元論的倫理學立場，它反對極端的化

約與二元論，基本上與生態女性主義者的生態復育觀點相契合。因此，

                                                 
38  J. Baird Callicott, Beyond the Land Ethic: More Essays in Environmental 

Philosophy (New York: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1999), p. 180. 
39 「反思平衡」的理念是羅爾斯（John Rawls）正義理論中的一個基本理念，他

在《作為公平的正義：正義新論》（Justice as Fairness: a restatement）一書中

作了解釋，它的意旨是，我們深思熟慮的判斷經常與他人的判斷不同，而且

我們自己的判斷也時有相互衝突，我們如何就政治正義所作的深思熟慮的判

斷，不僅在自己內部是協調的，同時也與他人的判斷是協調一致的，所以想

要達成這個目標，這些判斷中一部分中須被修改、懸置或撤銷，反思平衡的

理念正是用來描述這個過程。見 John Rawls, Justice as Fairness: a restatement, 
edited by Erin Kelly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1), p.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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諸多生態復育中的倫理兩難，諸如取決於雇主或環境、生態標的或經費

等，似乎在人間佛教的思維下都得以化解，因為，從倫理學系統理論上

來說，它並不是單一判準之義務論或效益論；而突顯多元論並不落入相

對無倫理原則的泛漫。人間佛教環境存有論的構成中，人作為生活世界

中的一個因緣的存有，由於其生命特質，與其依止的倫理律則，在面對

眾多不同的他者或對境之際，都能給出恰切的對應之道；而在眾生平等

與關係條件的差異之下，中道倫理學總是能夠讓我們認清生活中的疑惑

與困陷。 

進一步說，在面對生態復育倫理中的複雜與纏結議題，依然有其效

力。如本文前述，生態復育是一個從整體面向來揭示人與自然互動的有

力憑藉，它所要面對處理的「動態關係」有兩個方面：一是人的物質慾

念、理智、社會與感情的變項，另外是自然環境的「變化」，若如進化、

氣候、演替、季節與隨機的變化等，儘管這些內容是科學的事實，但也

說明了人與自然之間的關係是因緣相伴的，是複雜，也是多重的，要如

實地理解自然與進行復育就有必要正視變化；再者，變化也與認識自

我、理解真實有關。自然中的變化是一項環境的事實，但與人的作為有

關，包括實現人間淨土或人與剩餘的自然景觀之間的關係，人類面對自

然中的變化，他必須遵循事實的規則，自己克制自我的行為。 

環境倫理學者馬瑞塔（Don E. Marietta）曾論及：如何才是一種值

得信賴的倫理學多元論呢？他認為有三項特徵：經驗與情境的優位、對

價值的檢驗與批判，以及多元論的道德優勢。40人間佛教環境倫理的多

元論性格，正是強調不同脈絡實境的考察與決斷，對於不同價值的判

                                                 
40 Don E Marietta, Jr., For People and the Planet: Holism and Humanism in 

Environmental Ethics (Philadelphia: Temple University Press, 1995), p. 1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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斷，一方面有平等觀以及自通之法的感通範域，再依循緣起中道的倫理

判斷而成。人間佛教環境倫理學的多元論以緣起中道概括來說明，在生

態復育複雜的實踐過程，面對諸多的變與不變、作為與不作為，它當是

一項有力的指引。 

（四）人間佛教的環境整體論思考與實踐 

正如大地倫理最重要的主張一樣，我們與土地共同體是嵌結在一起

的，這也是復育倫理最重要前提，在佛教看來此一共同體正是所有眾生

棲住的家。生態復育要求生態學的思維，以及要為人與自然景觀之間找

出一種健康和諧的關係基礎，這一套倫理學就必須是落在一個整全的生

活世界中。人間佛教環境整體論的思考與實踐，換一種表述方式或許可

以避免讓人覺得浮耀，例如：聖嚴法師近年來在台灣推動提昇人的品質

與建設人間淨土的實踐，土地自然的重建或復育包括人心的重建，以及

在言教與身教外，更強調「境教」；法鼓山重視保護原生樹木與植物，

如果有需要動工建造房子，會將這些植物暫時移到別處，等到房子完成

時再移植回來。這會花費更多成本，但是在境教、保護環境，致力於生

態復育的用心下，他們決定這樣的行動，41從心靈環保之「調心」到落

實完成「境教」來檢視是否貫徹一致，從中檢擇「非復育」，甚至是汰

濾「假復育」。 

此外，將生態復育與永續發展之間的議題嵌結起來，可以開展出另

一個寬輻且具高度的範域；它們的關聯脈絡是從復育的經濟成本問題，

到復育的整體價值是超越經濟價值的，然後生態復育作為一個超學門

                                                 
41 釋聖嚴、李偉文等，《不一樣的環保實踐》（台北：法鼓文化，2007 年），頁

1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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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ta）的概念與實踐行動，就是在此相同高度，生態復育與永續發展

的「善」嵌結在一起，它是人類值得追求的一個理想。依納維（Zev Naveh）

的觀點來解釋，它是「整全的人類生態系統」（Total Human Ecosystem, 

THEs），是一個生態與社會文化的超級系統，它並且是作為整體論者的

一個核心概念。對於生態復育而言，此一生態與社會文化的超級系統的

重要性是將人類與其生態、文化、社會、政治和經濟諸面向與行動，都

視為復育所要實現的一種高級共同進化的整全的一部份。因此，整全的

人類 生態 系統 應當 被視 為一 種在 所有 理論 之上 的一 種「 超理 論 」

（metatheory），它包括了生態、文化、社會、政治和經濟，甚至是心靈

層面（noosphere），42於是，在這種解釋模式之下，針對自然景觀危機的

療癒不只要在科學、技術、社會經濟、政治領域，還要在人類意識、生

活規範、教育的精神與倫理領域中尋找。生態復育工作者可以在文化的

反饋迴路中充當一個活化的角色，以及透過擴展較小的復育尺度、或敗

壞的生態區塊，到後現代工業的整全人類景觀之復育的相互催化作用循

環，引領到達一種人類社會與自然之間和諧健康的共存關係；人間佛教

環境倫理的實踐可以在此整全的人類生態系統中展現出相互催化作用

循環的大力量。 

五、結論 

人間佛教與生態復育的倫理學議題是從環境倫理學的進路著手，本

文選擇當今對生態復育有較完整論述的主張，即自然價值論和生態女性

                                                 
42 Zev Naveh, “Epilogue: Toward a Transdisciplinary Science of Ecological and 

Cultural Landscape Restoration,” Restoration Ecology, Vol.13, No.1 (March 2005): 
229-2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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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義者兩種觀點，雖然無法周延處理諸多爭議，但已揭示其基本概念、

主張，相當程度地開展生態復育議題的幅寬。當我們了解生態復育的重

要性之後，似乎自明地，可以得到人間佛教支持生態復育，以及生態復

育是人間佛教實踐環境關懷的新議題之結論。但無論如何，人間佛教參

與生活世界中諸多不同議題，首要理解與其相對應學科的思維、語彙，

以期能夠有效的互動。 

人間佛教認為我們應當持續地活現真實的生命、提升生命的品質與

實現人間淨土；所有與我們生命存在相對成「境」的因緣，都顯露而為

自利與利他的憑依；而我們在生態復育全行動的因緣中，除了參與檢視

生態理論與實踐的真理外，也再一次檢視人在生態環境中的存在處位。

將生態復育理論提升到一個整全的人類生態系統的高度有其意義，一方

面它是人類值得追求的「全球的善」，此外，如果生態復育能夠建立在

具有全球性之可接受的生態復育倫理之上的話，要取得全球性的效果，

相對地就提高其可能性。 

生態復育是對自然的補償之最有效的作為，我們可以從人間佛教環

境倫理觀點得出它是一個積極的環境關懷行動，也是一個具有規範性的

倫理原則，而從人之感通離苦得樂的迫切性觀點來說，生態復育是人間

佛教的一個實踐議題。最後，當我們從人間佛教的倫理學觀點來檢視生

態復育倫理之後，可以得到的結論是：任何一項不合乎護生、緣起中道

倫理原則的復育行動是不可取的，強調德行素養有助於完成生態復育的

實踐，以及多元論的倫理學特性對生態復育倫理學的架構是較有效的參

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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