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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對應 2010 年慈濟論壇「環境與宗教研討會」的旨趣，本文從自然

保育、環境保護與慈濟宗的相關，略作註解與建言。 

在辨正（correction）中國的「天人合一」、「人定勝天」，以及西方

環境倫理的些微觀念之後，本文簡析台灣的生態保育及環保史，並提出

慈濟宗環保的最重大特徵，乃在於為普羅基層提供生命價值的切入面，

賑濟台灣史上政經無能照顧的屬靈層面，引爆社會角色的扮演或身分定

位、功能肯定或回歸大我主流；慈濟喚醒並重新締造，從良知到社會行

動的嶄新里程碑。 

作者肯定慈濟宗乃宗教中的宗教，其刻正開創人類尚未存在的善與

普世新倫理、新價值。同時作者建言，台灣自然生態系的內涵暨閩南文

化等，可說是慈濟建立永世之宗的活水源頭；而面對大是大非的智慧、

勇氣與承擔更是所需，至於佛法大本源恆為終極依歸。 

   

關鍵詞：自然生態保育、環境保護、慈濟宗、環境倫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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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ature Conservation,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and Tzu Chi Movement 

 
Chen, Yueh-fong ∗ 

   
ABSTRACT: 

To echo the ecological concerns in Tzu Chi’s 2010 forum on 
Environment and Religion, this paper offers explanations and suggestions 
about nature conservation and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related to the Tzu 
Chi Movement. 

After contrasting the Chinese concept of “the harmony between man 
and nature,” and the idea that “man can conquer nature” with western ethics 
about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the author briefly analyzes the history of 
ecological conservation and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in Taiwan and 
proposes that the most significant feature of Tzu Chi’s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movement lies in the fact that it provides the general public a vital 
way to pursue the true value of life, that it takes care of the public's needs in 
spiritual dimensions where neither political nor economical authorities have 
been able to gratify in the history of Taiwan. It introduces a movement in the 
society where people start to re-examine their roles in the society, their 
identities, the affirmation of their functions, and a major trend to return to 
the interest of the collective self. As a counterweight to the egoism that used 
to be the mainstream of our society, Tzu Chi has set a landmark movement 
that inspires and recreates good conscience and responsible social actions 
among the public.   

The author affirms that Tzu Chi is a religion among religions. And it is 
now generating goodness and new universal ethics and values that have not 
existed in our human world. At the same time, the author suggests that the 
natural ecology and native culture of Taiwan can be the fundamental sources 
for Tzu Chi to establish a long lasting lineage. What it needs would be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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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isdom and courage to face major issues about right and wrong, the courage 
to take up responsibilities, and a strong foothold rooted in Buddha Dharma, 
where it begins and where it shall return.  
 
 

Keywords : Nature Conservation,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Tzu Chi, 
Environmental Ethi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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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台灣生態體系可比一列火車，火車頭的政府燒重油、生煤，毒污廢

氣充塞人民車箱，受害案例四起。然後，清潔媽媽環保署出現了，帶著

小掃帚、小畚箕，上邊彈彈、下邊掃掃，推動好多年的「舉手之勞做環

保」。 

1990 年 8 月 23 日，證嚴法師一早走過某市集，看見滿街垃圾，當

夜演講無意間說出「用鼓掌的雙手做環保」，於是列車尾加掛了一節火

車頭，從此台灣轉型為阿里山森林鐵道，時而讓原本的火車頭碰壁，改

由尾變頭，朝向更高海拔邁進。 

筆者曾於 2007 年春參觀內湖慈濟環保站；2010 年 8 月 23 日陳月霞

與筆者前往靜思精舍，初訪證嚴法師，該日恰好是慈濟做環保工作滿 20

週年日；11 月 13 日，我們隨侍證嚴法師，自台中前往苗栗、後龍、清

水等地，探訪慈濟環保站，此外，偶而觀看大愛電視節目。關於慈濟宗，

筆者即此淺薄經驗，浮面陳述本議題。 

二、關於自然生態（保育） 
近 30 年來台灣學界、文化界或庶民文化等，一直誤將中國農業文

化的天人合一、天人一貫、天人一氣、天人不二、天人無間、天人相與、

天人合策、天人不相勝、天人合德等，視同於西方的自然生態保育觀。

更且，誤將台灣的農業文化視為自然保育的內涵；事實上，造就現今台

灣自然保育文化代表的國家公園、自然保護區等，殆屬西方橫向移植的

制度，從而產生嶄新的價值改造或創建，它是由極少數菁英透過威權體

制（甚至是國共鬥爭下）而創造，幾乎完全無關於台灣主體文化。1 
                                                 

1 筆者恰好參與了台灣國家公園的開創過程，因而瞭解若干不為外人知的內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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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文化過往似乎一直停滯在貧窮文化、唯用主義的生死邊緣現實

觀之中。直到 1980 年代以降 NGO 的崛起，大量西式觀念零碎的引介，

以及更重要的，由國家公園等體制，提供就業、考試等現實層面的落實，

從而建立了自然保育的實用價值觀。但龐大庶民文化甚或全國思惟，從來

誤將種樹當保育、開發與保育的二分對決等等。此面向筆者辨證了 30 年。 

凡此，欠缺自然情操，對自然內涵無知，忽略人地關係、人地情感

的在地理論建構，遑論土地或環境倫理。更麻煩的是，在基督宗教等人

士的引介下，誤將李奧波的土地倫理，用作救贖台灣的主流模式，忽略

最根本的主體性或根源。以上問題，慈濟並無例外，甚或在自然保育面

向迄今未曾真正著力，或僅屬於間接相關，即令表面上大愛電視節目多

所涉及。 

從基本觀念、問題以迄對治等，自然保育的龐雜議題，台灣似乎從

未真正釐清，也就是說，搞不清楚病症，却猛吃下許多西藥。 

（一）農耕文化的天人合一 

錢穆將全球主流文化區分為三大類，2即游牧文化、農耕文化及商業

文化。西方的游牧、商業文化起於內不足、向外求，帶有流動、進取、

強烈戰勝、克服欲，深刻的工具感，從而克服環境，征服自然，征服他

人，人與自然對立，天人對立，敵我對立，內外對立，因而崇尚自由、

爭取獨立、擴展空間、無限向前、侵略成性，且帶有鮮明的財富觀，但

富者不足、強者不安，往往趨向極限與崩垮。 

相對的，古中國的農耕文化自足而不外求，持續於一地，反復不捨，

因而靜定且保守。恆依賴氣候、雨澤、土壤，遵從冥冥之布置妥帖，人

                                                 
2 錢穆，《中國文化史導論》（台北：正中書局，1951 年，1975 年台 14 版），頁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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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信任與忍耐為順應，戰勝、克服感不強，故文化之最內感曰物我一體、

天人相應，曰順曰和，安份守己，特性和平云云。沒有嚴重的兩體對立，

不重自由與聯合，將人生與社會渾然視為一體，小我與大自然之天混然

一體，是即天人合一。在宗教上，相對於西方的天國與人世的對立，中

國人不看重、不信存有另外的天國，而只著重現實世界，要求永生、不

朽皆在現世；西方發展為宗教的，中國只發展成倫理；西方常以義務與

權利相對立，中國則將義務與自由相融合，也就是性（自由）與命（義

務）之合一，也便是天人合一。 

錢氏析論古中國文化之後，直批代表性文化的孔丘儒家思想缺點

為：1、太看重人生，容易偏向於人類中心、人類本位，而忽略四周的

物界與自然；2、太看重現實政治，易偏向社會上層，忽略下層，偏於

大羣體而忽略了小我自由；3、太看重社會大羣的文化生活，易偏限於

外面的虛華與浮文，忽略內部的素樸與真實。3 

筆者所知，將中國天人合一詮釋得最為透徹者，或可以唐君毅的《中

西哲學思想之比較研究集》為代表。4唐氏從中國文化的宇宙觀開始論

述，相對於西方哲學八大議題：本體與現象的分離、唯心與唯物等議題、

一元與多元、人在宇宙中的自由、知識論、人生哲學（道德論）、如何

建立價值理想體系，以及不朽的議題，他談中國的自然宇宙觀 12 項特

徵。唐氏一針見血地指出「中國思想家本來就不重視自然的知識，當然

沒有尋找關於自然知識根據的必要」，而普遍信仰「大地與我並生，萬

物與我為一」、「萬物皆備於我矣」，更且，物本與心交遍融攝，心之於

物本是「寂然不動，感而遂通」，對自然以直覺為尚，「默而識之」。 
                                                 

3 依筆者感受，慈濟文化恰好切中儒家文化的許多優點，彌補儒家的部分缺點。 
4 唐君毅，《中西哲學思想之比較研究集》（台北：宗青圖書，1978 年），頁 1-40、

111-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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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道德學家、哲學家所謂的自然，或物質的自然，或生物的自然，

是不含任何價值成分的；人所實現的價值乃是外在於自然的，同時，也

是外在於通常所謂的人性。相對的，中國哲學家的自然，是根本包含人

的價值理想的。中國人沒有主觀與客觀，沒有機械論；西方存有自然的

宇宙、神的宇宙及價值的宇宙，中國人視自然宇宙之外，無所謂獨立自

存的神的宇宙及價值宇宙。 

唐君毅闡釋中國的自然宇宙觀特徵：以虛含實、無二不際、萬象以

時間為本質、時間螺旋進展、時空不離、物質能力同性、生命物質合一、

心身共質、心靈周遍萬物、自然即含價值、人與宇宙合一觀。其中，「自

然即含價值觀」恰好切中 20 世紀西方道德、價值學者，使盡力氣要去

建立「環境倫理學」5（例如霍爾姆斯‧羅爾斯頓）問題的根源之一。唐

氏指出西方人將自然視為上帝所創造，但自然本身卻不含價值，甚至於

近代科學，將自然化為無血無肉的時空運動的抽象結構。在西方人心目

中，價值為個人主觀心中的東西，只有（若干）唯心論者或如懷海德等

人，才承認價值存在於所謂客觀自然。 

相對的，中國以身心合一、心靈周遍萬物、心身及身物均融為一體，

所謂外界之物，又處處表現與自己相同之生命，於是立即悟到心中所覺

之價值，並非限於主觀之心內。於是，價值存在於內界，即存在於外界，

而感覺宇宙處處充滿價值表現矣。《易‧乾文言》：「乾以美利利天下」；

「乾坤……易簡之善配至德」；《樂記‧論天道》：「春作夏長，仁也。秋

斂冬藏，義也」；《莊子‧知北游》：「天地有大美而不言」；鄭氏《毛詩

箋》：「天道尚誠實」云云。 

                                                 
5 霍爾姆斯‧羅爾斯頓，《環境倫理學──大自然的價值以及人對大自然的義

務》（北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8 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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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著，唐氏從「心體本虛」引出「天人合一」的「理論」。他援舉

的例證如《莊子》、張橫渠、《孟子》、《易傳》、《樂記》、程明道、陸象

山、王陽明等等，然而，唐氏也先說明從常識、科學上，很難理解「天

人合一」的觀念，且從西方唯物論的自然主義角度，宇宙是客觀存在的

世界之全體，人只是這全體中微不足道的部分；世界的全體是「自然」

或「時空物質的系統」，人的部分決不能等於全體，人與宇宙決不能說

合一。又，西方的唯心論者費盡吃奶的力氣，去論證人的心通於上帝之

心，個人之心仍只算是上帝心的一部分。 

相對的，中國先哲從起始點就排除「心是一種主觀的實體」，心只

是虛靈的明覺，廣大無際而可含攝萬物，天人合一、人與宇宙合一誠然

為必然的結論。 

然而，唐氏也承認，「中國歷來哲人並不是將天人合一的觀念當作

一論題，也沒有特定嚴謹的推理或推論步驟，更乏所謂證明。而只是用

許多話去指點、暗示天人合一的道理，或用其他許多道理來涵攝天人合

一之意」。 

筆者認為，如唐君毅先生等 20 世紀許多新儒家，根本是超級的唯心

論者，有可能淪為「我執」至上的人本主義，誠如錢穆對儒家的評注。6唐

氏的論述帶有濃厚的「套托邏輯」嫌疑，他的努力，似乎著重於東西文

化的不同，無法比較，不能以西方哲學思想模式的格套，來硬套在中國

思想之上。而筆者亦認為，批判中國的「天人合一」模糊籠統，常只陷

入以今非古、以西罵東的偏頗。我們必須瞭解，所謂的「天人合一」與

現代西方的自然生態保育的觀念、內涵、知識系統等，根本無關。30 年

來台灣人動輒引用天人合一等名詞，談及自然生態保育，其實只是一種

                                                 
6 錢穆，《中國文化史導論》（台北：正中書局，1951 年，1975 年台 14 版），頁 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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聯想與無害的誤用，更且，對並不存在的事實，或無真、假值，或無相

關的觀念、名相，大加論證或誇張，常只淪為一種精緻的愚蠢或無意義。 

此外，從「天人合一」的中國傳統文化却可導出「人定勝天」的主

張，且套在以開發至上的數十年拚經濟的意識型態，筆者認為是另一項

大誤解。 

依個人見解，「人定勝天」是中國人的宗教觀，此「天」非唯物的

自然。它的根源似在於如《尚書》泰誓：「民之所欲，天必從之」、荀子：

「制天而用之」、墨子：「我為天之所欲，天亦為我之所欲」，等等，乃

至後世的「天理即良心」。中國農耕文化宗教觀的發展，依唐君毅7、錢

穆8等，天的權力逐漸掉落在人的身上。中國的人與神，無根本上的差別，

中國人重人倫而勝過人神關係，而神力（天）有時大於人力，但中國人

並不憑空祈求神力降臨，反之，常相信自己有能力轉移神意或天意。祈

神相助時，著重在卜筮以測神的意向，若神意相悖，則專從修德上努力，

相信「德盛則神助」。這種思想，從《書經》、《詩經》、《左傳》一脈相

承，到了孔子時，否定了對神的祈禱，改稱：「丘之禱久矣」，他堅信他

數十年的修德就是最佳的祈禱。後世，更朝向只管從修德面向努力，而

幾乎不管天意，儒家也產生「盡人事而聽天命」的教義。因此，人力可

回天、人定勝天、天助自助等觀念由是從出。 

1960－1990 年代台灣拚經濟大浪潮之中，望字生義地，將人神關係

的人定勝天（神），誤套在山林自然資源的開發。而依據筆者對中國文

化的瞭解，現代的中國思想家們似乎尚未與自然密切接軌，台灣的中式

文化發展，似乎亦停滯於聯想式的誤解中。凡此，但願筆者是判斷或觀

                                                 
7 唐君毅，《中西哲學思想之比較研究集》（台北：宗青圖書，1978 年），頁 213-225。 
8 同註 6，頁 16。 



 

   玄奘佛學研究 第十五期 2011/3  10 

察錯誤。 

（二）基督宗教文化的新潮流──環境倫理 

相當於美國文化大革命的越戰及其前後年代，環境運動的浪潮達頂

盛。李奧波的土地倫理、卡爾遜的《寂靜的春天》漸次熱門。1967 年歷

史學者林‧懷特的一篇〈生態危機的歷史根源〉，直批基督宗教人之代

替上帝，管理沒有價值觀的唯物自然界，導致自然生態系的摧殘，資源

無止盡的掠奪。林‧懷特也從基督信仰史上，翻箱倒櫃，找出聖‧芳濟

充當救贖的典範，試圖破除人與自然的二元對立觀。近 30 年來西方哲

學不斷「走向荒野」，由各面向填補並開創基督宗教的道德、倫理觀。9 

被視為當代西方環境倫理學代表性人物之一的，北德州大學

Callicott 教授曾於 2000 年 10 月來台，他提出五大議題試與台灣相關學

界等對話。他一問：「台灣的環運人士是否將台獨運動與本命土運動結

合？如果這是個好點子，該如何進行？是要搞幾個國家公園？改善都市

的環境品質？還是存有其他方式？如果這樣做，該如何避免過往迄今，

發生在日本及德國的法西斯或軍國主義的傾向？」；二問：「環境保育或

保存之與環境正義之間的關係是何？」，另附一堆副題則環繞原住民與

保育的衝突；三問：「台灣人對國家公園的認知、概念與想像？」；四問：

「環運優先率」；五問：「可否在台灣文化當中，找出切中西方環境倫理

學的內涵？或如日本，他們宣稱沒有西方式倫理學的傳統，但有其自身

                                                 
9 唐納德‧沃斯特，侯文蕙譯，《自然的經濟體系──生態思想史》，北京：商

務印書館，1999 年（Nature's Economy: A History of Ecological Ideas, 1977）；
霍爾姆斯‧羅爾斯頓，《環境倫理學──大自然的價值以及人對大自然的義

務》，北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8 年；拙著，〈台灣佛教之與環保、保

育前論之一──以 1990 年代兩次佛教研討會為例〉，《台灣人文‧生態研究》

10 卷 2 期（2008 年），頁 1-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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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習俗。中國人認為「民權」這概念是西方舶來品？「國際主義」、「全

球化主義」只不過是「洋化」的婉轉說法？台灣的環境倫理是否該奠基

在古中國如論語、道德經、莊子、易經之上？當代中國哲學又如何？訴

諸古代與當代的中國哲學，是否將漸次腐蝕台灣人對明確的國家認同與

政治獨立的熱望？」。 

Callicott 之所以提問如此內涵，顯然地，是受到他的東方經驗或認

知，同他接觸的台灣人的色彩或特徵，以及他自己的研究旨趣或其他因

素所導致。筆者當年立即以書面回答他的五大議題，10可惜聯絡人似乎

並無轉交給他。筆者認為西方的環境倫理，是工技文明之後的後現代省

思，問台灣有無環境倫理就像問台灣人吃不吃飯一般，只是西方中心主

義的偏見，但某種程度也反映台灣有關學界的迷思。同時，西方的環境

倫理乃基督宗教文化的產物，可作他山之石，但台灣不必拋棄自身境

遇、主體性而亂套，畢竟沒肝病為何吃肝藥，腎臟功能健全又何必洗腎？

宜明辨之後再行論議。 

然而，基督宗教文化數十年來早就不斷尋求與異文化、異宗教的對

話，他們對印度、東南亞、東北亞、澳洲等，全球任一可能性的倫理，

或宗教的相關議題與探討，直可謂上窮碧落下黃泉，且各種文獻汗牛充

棟，譯成中文的圖書也不在少數，最近林朝成、黃國清、謝美霜出版了

譯作《佛教與生態學》即為一例。11 

 而西方自從 1712 年蒸汽引擎首度運轉，啟動工業革命的正式誕生

以來，其科技文明、工具理性、資本主義、民主制度、唯物思想、一神

                                                 
10 拙著，《告別世紀》（台北：前衛出版社，2001 年），頁 161-180。 
11 瑪莉‧塔克、鄧肯‧威廉斯編，林朝成、黃國清、謝美霜譯，《佛教與生態學：

佛教的環境倫理與環保實踐》，台北：法鼓文化，2010 年。 



 

   玄奘佛學研究 第十五期 2011/3  12 

文化等等特徵征服全球，耗竭利用世界資源，燒掉大約 1 萬 5 千年全球

所有生物所儲存的太陽能，溫室氣體增加 3 成以上，導致地球生界演化

大逆轉及大滅絕，且被過度簡化的「暖化」大劫難早已開啟，地球生界

危在旦夕。人類文明史上從未出現如此徹底毀滅性的危機與風險，全球

最最龐大的不公義，正是生態與環境的今後困境。我們固然可將大部分

責任怪咎西方，但無助於事實不幸的扭轉。事實上，最大的反思也出自

西方，任何人無法否定西方在救贖面向，龐多的努力和成就，即令我們

明知人類早已踏上不歸路。 

 就台灣在世界的責任而言，最具備各方實力、最足以代表台灣的宗

教──廣義的佛教實在責無旁貸，理應全方位展開與全球各宗教的對話

與凝聚，即令筆者看到一些小格小局的宗教鬥爭或陰影，依個人認知的

佛法，其可揮灑的能量，絕對不可思議倍於現今，筆者對台灣佛教界存

有無窮的期待。 

（三）台灣自然生態系的潛能 

台灣的自然生態體系就全球而言實在是無以倫比。大約 2～3 百萬

年來，地球的 4 次冰河期、間冰期導致生界大遷徙，而台灣由於地理位

置及地體條件，充當北半球生靈的諾亞方舟，保存自赤道以迄阿拉斯加

的八大生態帶，孕育約 4 千種自生維管束植物於其間，且完成在地化、

演化的適應，形成台灣的天然防護罩。筆者 30 餘年在台灣山林中的學

習，已撰述 15 冊《台灣植被誌》作交代。12以此為背景的生態研究，了

                                                 
12 筆者撰述 15 冊《台灣植被誌》，包括：《鵝鑾鼻公園植物與植被》，恆春：墾

丁國家公園管理處，1984 年。《墾丁國家公園海岸植被》，恆春：墾丁國家公

園管理處，1985 年。《台灣植被與水土保持》，南投：玉山國家公園管理處，

1985 年。《台灣自然史──台灣植被誌（第一卷）：總論及植被帶概論》，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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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大化流轉在植物生靈面向的諸多奧妙，且瞭解植物與環境之間的相

關，乃至複雜非常的因果推論，實與佛法緣起論如出一轍。 

另從自然資源開拓史的探討，13感受歷年政策去當地化的問題，且

在從事社教、運動、主體文化覺醒、建構人地情感、土地（環境）倫理、

自然教育、自然情操或文學及哲思等等，具備苦澀的經驗。14近來亦關

                                                                                                                   
北：玉山社出版社，1995 年。《赤腳走山》，高雄：高雄縣政府，1995 年。《台

灣自然史──台灣植被誌（第二卷）：高山植被帶及高山植物（上）、（下）》，

台中：晨星出版社，1997 年。《高雄縣自然生態》，高雄：高雄縣政府，1997
年。《台灣自然史──台灣植被誌（第三卷）：亞高山冷杉林帶及高地草原

（上）、（下）》，台北：前衛出版社，1998 年。《台灣自然史──台灣植被誌

（第四卷）：檜木霧林帶》，台北：前衛出版社，2001 年。《台灣自然史──

台灣植被誌（第五卷）：台灣鐵杉林帶（上）、（下）》，台北：前衛出版社，2004
年。《台灣植被誌──地區植被：大甲植被誌》，台北：前衛出版社，2005 年。

《台灣自然史──台灣植被誌（第六卷）：闊葉林（Ⅰ）南橫專冊（上）、（下）》，

台北：前衛出版社，2006 年。《台灣自然史──台灣植被誌（第六卷）：闊葉

林（Ⅱ）（上）、（下）》，台北：前衛出版社，2007 年。《台灣自然史⑭──物

種生態誌（一）》，台北：前衛出版社，2007 年。《台灣自然史──台灣植被

誌（第七卷）：海岸植被（上）、（下）》，未出版。 
13 如筆者以下著作：《嚴土熟生》，高雄：興隆精舍、台灣生態研究中心，1998

年。陳玉峯、陳清祥，《塔塔加遊憩區預定地及其遴近地區之歷史沿革》，南

投：玉山國家公園管理處，1987 年。陳玉峯、陳月霞，《台灣自然資源開拓

史系列（一）阿里山．玉山區 1──火龍 119：阿里山 1976 年大火與遷村事

件初探》，台北：前衛出版社，2002 年。陳玉峯、陳月霞，《阿里山：永遠的

檜木霧林原鄉》，台北：前衛出版社，2005 年。 
14 如筆者以下著作：《台灣生界的舞台》，台北：社會大學出版社，1990 年。《台

灣綠色傳奇》，台北：張老師出版社，1991 年。《人與自然的對決》，台中：

晨星出版社，1992 年。《土地的苦戀》，台中：晨星出版社，1994 年。《展讀

大坑天書》，台北：台灣地球日出版社，1996 年。《生態台灣》，台中：晨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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切全球熱帶雨林的保育。15 

2007 年辭退教職之後，筆者重新讀書、勘旅全球，並學習佛法，對

台灣佛教之與環保、自然保育面向，亦開始探究。16同時，渴望瞭解產

生印度宗教之與自然生態系的相關，因而前往印度進行體悟，且意外地

在日本看到現今印度教阿瑪（Mata Amritanandamayi）關於自然、宗教、

環境問題等等觀念，與筆者的台灣經驗或體悟甚為接近。17事實上，從

來就是自然生態、環境在保護人們，並非我們在保護自然，所謂保護自

然，毋寧只是強調對迫害自然的懺悔與檢討所作出的、言過其實的人本

誇張。 

茲將過往對自然生界的若干感受片斷，零散臚列一二，聊表筆者對

自然的體悟與分享： 

                                                                                                                   
出版社，1996 年。《認識台灣》，台中：晨星出版社，1996 年。《人文與生態》，

台北：前衛出版社，1997 年。《台灣生態悲歌》，台北：前衛出版社，1997
年。《台灣生態史話 15 講》，台北：前衛出版社，1997 年。《全國搶救棲蘭檜

木林運動誌（上）》，高雄：愛智圖書公司，1999 年。《自然印象與教育哲思》，

台北：前衛出版社，2000 年。《台灣山林與文化反思》，台北：前衛出版社，

2000 年。《土地倫理與 921 大震》，台北：前衛出版社，2000 年。陳玉峯、

李根政、許心欣，《搶救棲蘭檜木林運動誌（中冊）台灣檜木霧林傳奇與滄桑》，

高雄：愛智圖書公司出版，2000 年。《21 世紀台灣主流的土石亂流──台灣

山地災變以及災後人造孽》，台北：前衛出版社，2002。《自然學習者的教育

觀》，台北：前衛出版社，2004 年。《台灣生態與變態》，台北：前衛出版社，

2004 年。《敏督利注》，高雄：淨心文教基金會，2005 年。《亂世鴻爪》，高雄：

淨心文教基金會，2006 年。 
15 拙著，《前進雨林》，台北：前衛出版社，2010 年。 
16 拙著，〈台灣佛教之與環保、保育前論之一──以 1990 年代兩次佛教研討會

為例〉，《台灣人文‧生態研究》10 卷 2 期（2008 年），頁 1-44。 
17 拙著，《印土苦旅》（台北：前衛出版社，2010 年），頁 365-3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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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我們可以從哲學、文學、科學、藝術……得到先哲、先賢的

肯定與慰藉，我們更可以從自然生界與大地，得到終極的溫暖與

和諧，就像人類的老祖宗之所以歌、所以頌、所以興，絕不會是

從蒼白大地所產生。教育如果有目的，必也喚起地球整體的善，

維護生命長河的綿延與傳承。 

 沒有一片春芽記得那片落葉的滄桑，每片落葉化作春泥更護花，

每一片春芽也會變成落葉。 

 感情是最深沉的理性；理性是最優雅的情感。 

 我認為還有無窮的、未知的良知、道德、美善未曾開發出，教育

就是肩負著未知的任務；我不知道有教育者能夠得知何謂成功的

教育，教育的良窳與教育者永遠存在一段時差。現世所謂教育的

評鑑，是一種精緻、合理的愚蠢，更是蓄意的無知。就本質而言，

評鑑是過去的墓誌銘，是反教育；歸納、演繹、定律、原理或現

今知識無能之處，就是教育真正的領域。 

 教育沒有公式，教育沒有理論，教育是人類生命長河中，典範的

傳承、顛覆、創造與無窮潛能的不斷再生，教育是未來學的教育。 

 從來沒有任何一片落葉的行徑，是經過刻意的安排。 

 只取當下；只當下取。希望是手中一把沙，愈想擁有，流失愈多。 

 規劃不是伸張人的意志，規劃不是一昧的強調我們能做什麼、想

做什麼；好的規劃必須妥善思考我們該做什麼、不該做什麼；好

的規劃不僅要照顧人類的善，要照顧所有生命、無生命的善，更

要照顧尚未存在的善；經營管理山林土地，不是設計一大堆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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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技巧或制度，去巧取豪奪自然資源；經營管理山林，不是去

規範那隻松鼠尿尿要朝東、朝西仰角幾十度，不是去管理那棵樹

必須怎麼生長，而是體會自然之道，如何好好管理人在土地、人

在自然界中的行為。環境教育的本質，乃在發現潛存在我們內心

深處，整個地球演化的血脈之中，我們與所有生命、環境之共存

共榮的關係，且進一步闡述，我們與大地原本擁有共同的記憶、

和諧、美感，以及維護美麗世界的大愛。 

可以重覆演出的叫戲劇；永不回頭的叫人生。我不知道生命的意

義，因為人們不是他們的經驗智慧之所生；一個桶子之所以叫水

桶、尿桶或酒桶，是在使用過後才確知。在生命裏找意義，往往

只找出顛倒夢想、無病呻吟；面對生命去過活它，意義油然滋生。 

我上半輩子傾全力在為每株樹、每根草，找尋它們本來存在的天

賦樹權、天賦草權。當年，只要晴天而我不在山林調查研究，內

心就充滿罪惡感！如今我知道，一樹一羅漢，一花一草一觀音。 

一、二十年前某天前往台大環工所博士班授課，所長介紹筆者：

「……陳教授是極其少數能夠結合人文與自然的實踐者……。」當下筆

者沒禮貌地糾正他：「我從來沒有結合人文與自然，只不過沒有區分而

已……。」也在如上學習、體驗的過程中，有幸結緣宗教師們，從而漸

次得享佛法水的滋潤。1998 年民間團體、宗教團體與筆者發起的自然保

育運動，筆者擬撰〈自然平權宣言〉，184 月 27 日發表、簽署，19同時，

                                                 
18 拙著，《全國搶救棲蘭檜木林運動誌（上）》（高雄：愛智圖書公司，1999 年），

頁 205。 
19 參見：闞正宗、卓遵宏、侯坤宏（訪問），《人間佛教的理論與實踐──傳道

法師訪談錄》（台北：國史館，2009 年），頁 433-4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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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動自然復育、購地補天計畫，於高雄縣甲仙天乙山自然無生道場，展

開回復天然林的行動等等，此間，更賦予「天然林的價值與意義」20等

原理依據。 

凡此過程，從動植物、原住民、台灣史、日本在台的施業、國府治

台的自然資源開發、社會運動、宗教結緣等等實證經驗，筆者自自然然

萌生從山林土地到文化創建的主體覺悟，也形成台灣土地（環境）倫理

的建構，但願有機緣可以就教大德們，以及諸宗教師，俾供個人反思、

校正與成長的新體會。 

也就是說，渺小、無知個人如筆者，有幸數十年得享台灣天文、地

文、人文、生文，以及佛法、宗教的教誨，大致洞燭台灣生靈 250 萬年

大化之流轉，深知台灣以極小搏極大的自然時空格局，以及生命之流

變。因而 2009 年 1－2 月，一趟印尼雨林巡禮，萌生 21 世紀全球政治

新藍圖的意念，21如果今後得有善緣，則在教育面向繼續著力，更願展

開自然哲思的創作。而 2010 年 8 月 23 日及 11 月 13 日，承蒙證嚴法師

慈悲開示，筆者若干魯鈍的感受，留待下節簡述之。 

三、慈濟宗與環保 
（一）基本說明 

長年來台灣由於欠缺較充分的自然認知，對自然生態保育等內涵，

動輒被併入廣義的「環保」。而保育被簡化為種樹、養螢火蟲、開闢溼

地等等；環保被簡化為垃圾分類、回收、街頭抗爭，或許多與開發對立

的觀念及行動。基於整體論（Holism）及緣起論，筆者在此不擬作分別

                                                 
20 拙著，《土地倫理與 921 大震》（台北：前衛出版社，2000 年），頁 62-93。 
21 拙著，《前進雨林》（台北：前衛出版社，2010 年），頁 240-2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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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分別識的區分或界說。不過，最最基本觀念上，必須簡略說明一、

二。 

人類文明發展史上，明顯可區別的自然、農業（含之前的游牧等

等），到工技文明，一般、筆者或台灣庶民文化指稱的，自然與現代文

明的分界，就界定在 1712 年工業革命誕生日，這只是方便定界而已。

下表列出自然人、農業人與文明人的特徵差異： 

比較項目 
自然人 

（或野生物） 
農業人 文明人（如你我） 

生活物質 
完全取材自當地

生態系（現世太陽

能） 

大部分物質取材於

在地，但有交易等

流動 

使用跨越數十億年

的太陽能（石化、煤

等）等、空間橫跨全

球 

物質及能源

使用相對量
1 單位 

30 單位（隨意粗

估） 
3,000 單位 

垃圾 完全沒有垃圾 少量 
超量無法分解、難以

分解的垃圾 

資源利用模

式或有無儲

蓄觀念 

只取當下，只當下

取；少數生物或人

有部分儲蓄行

為；獅子沒有鹿肉

銀行 

適量適取，地域共

生；有儲蓄行為 
極度累聚財富、資

源，盜盡未來資源 

歧異度 
朝向該地最大歧

異度發展；極相

（climax） 

中等歧異度；維持

特定階段的反覆演

替或週期變遷 

單一化，最小歧異

度；消滅自然及人文

歧異度（將所有的蛋

放在同一籃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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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態系的韌

度或復原

性、穩定性

高或強韌度，易經

由龐雜平衡網，回

復穩定度 

靠人力維持的特定

平衡（天行健，君

子以自強不息） 
高度脆弱性；文明病 

如此，所謂的環保，在此就簡化、縮小成為針對文明人製造出來，

包括原本自然界從未存在過的物質（例如塑膠等；自然界中沒有分解者

可以分解它），一些無法或難以分解的垃圾的處理，無論是回收、再利

用、減量等 3R 或 4R 的工作，用以符合現今或 20 年來慈濟宗最主要的

「環保」工作或事業。 

2007 年春，由林碧玉副總、何日生師兄引導，筆者首度參訪慈濟內

湖環保工作站，見及義工們孜孜不倦地將回收紙張等，彩色的、空白的，

以剪刀一一剪開分堆置放，辛勤而自然地工作著，筆者向林副總感嘆式

地讚美一句：「除了你是人以外，我已經找不到缺點了！」然後，筆者

笑問：「奇怪！他們為什麼要生產那麼多的東西好讓你們剪不完？！」 

2010 年 8 月 23 日聽到證嚴法師說明慈濟做環保的緣起，乃至 11 月

13 日在巴士車上，法師向陳月霞女士直接說明慈濟的環保工作不是目

的，而是透過環保，從事淨化人心、教化社會的內涵。而當天在台中市

慈濟分會出發前，筆者向法師說：「慈濟環保的目的在於沒有環保」，殆

皆同義，遑論《金剛經》的邏輯及宗旨。 

（二）慈濟宗的資源回收、再轉化利用 

1、社會背景 

1940－1970 年代的台灣幾乎是沒有什麼垃圾，回收的工作做得相當

徹底，不僅台灣產生的廢棄物回收得徹底，甚至全世界先進國家的廢

船、廢五金等，也大量進口，將二仁溪等河畔，當成焚燒、酸洗的場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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該等年代，台灣是全球解體船王國，垃圾進口大國，也是貧窮文化的極

致。最後，燒成戴奧辛充塞天地，綠牡蠣事件暴發於 1986 年；另一方

面，以農林培養工商、客廳即工廠的年代，創造「經濟發展的奇蹟」，

締造污染王國、居家如豬圈的國際惡名。土壤中毒蔓延十多年之後，1976

年統計，全國 44 萬餘公頃的灌溉農田，水污染者佔 5 萬 4 千公頃。到

了 1987 年的普查報告數據，國家不敢公開。1989 年全台 146 條農業灌

溉渠道，95%受到污染！製革、養豬、畜牧、食品、製紙、電鍍、石化……

林林總總的海陸空大毒污罄竹難書。1985 年經濟部調查 6 萬 8 千家工

廠，95%以上沒有廢水處理設備……，22因而迫於毒污、病變、家毀人

亡的龐大不幸之下，台灣的環保運動風起雲湧，傳媒的公義行動亦如火

如荼，排山倒海的輿論壓力，責成了政府的正視、全民的覺醒。1980－

1990 年代，殆為台灣環境意識大覺醒的階段，不幸的是，環境知識的水

平停滯於浮面，台灣的體制教育更是遠遠落後於 NGO。 

另由社會經濟成長面，夥同價值兩度大轉變於退出聯合國年及解嚴

年檢視，國人漸次或驟變於消費觀。到了 1980 年代以降，奢侈、浪費

的風氣大開，今朝有酒今朝醉，明日愁來明日憂。千禧年之後，筆者曾

感嘆：「台灣由戒嚴到解嚴，由解嚴到解放，由解放到解體」。而過度開

發、耗盡後代子孫未來財的現世報，自 1980 年代以降，大地全面反撲，

1990 年恰為大潰決的分水嶺，全球境遇亦然。 

1980－1990 年代，台灣的垃圾大戰堪稱全球大戲，從而逼出 1990

年代政府大蓋焚化爐，也形成近年來找不到垃圾來焚燒的反諷。筆者在

1991－1994 年間，曾經推動一般廢棄物減量與回收的專案兼研究計畫，

也在此等年間，台灣所謂的垃圾問題顯著大轉變。此間投入的社會參與

                                                 
22 拙著，《台灣綠色傳奇》（台北：張老師出版社，1991 年），頁 136-1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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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觀察，讓筆者瞭解到，台灣的「垃圾」回收並非乏人做，恰好相反，

那是塊金礦資源搶奪大戰場。20 世紀或百多年來，台灣的回收工作可圈

可點，該行業更是複雜得常人難以想像。 

筆者點出資源垃圾的社會背景，目的在於釐析慈濟意外投入環保工

作的行列，就社會各方面的因緣而論，不只是成熟，直是熟透了，沒有

慈濟的回收再利用，該等廢棄物一樣清光光，此即為什麼 2010 年 11 月

13 日在清水慈濟大禮堂上，影帶中環保義工說，她必須比別人早起，才

能撿到保特瓶的原因之一。 

2、慈濟宗與證嚴法師 

就現象界事實而言，筆者不夠資格談慈濟宗及證嚴法師，筆者也不

確定慈濟宗是否可以比擬為一個超級迷你宇宙。然而，如同近 10 年來

宇宙、天文的研究，終於得知了「暗物質」將星系、超星系，凝結成宇

宙海綿狀的動態結構，相對的，某種神秘的「暗能量」（穿過我們的身體、

時空，我們都一無所覺），卻可能將星系爆彈開來，一個問題解開來之後，

是更多恐怖的迷團。然而，所有瞭解的基層，無非是當下每一張天體攝

影照，以及無窮的、一步一腳印的觀察、演算與複驗。筆者只憑藉 3 張

（次）接觸慈濟的影像或印象談起。 

證嚴法師是長輩。2010 年 8 月 23 日下午，在花蓮靜思精舍首度與

法師見面。法師坐中，太師椅背後是慈祥凝視一粒地球的、看起來就是

法師的雕像（註：應該是世尊）。法師座前左側坐的是昭慧法師、性廣

法師等；法師右手排是筆者、陳月霞女士、何師兄等。而 2010 年 11 月

13 日，筆者由慈濟大學王本榮校長帶進台中市民權路慈濟分會 2 樓簡報

室時，所見場景雷同，法師居中座，其左前數縱列醫師等大德；其右前

數列女眾，全數人員著制服，氣氛甚穩重。我們隨王校長帶引，坐其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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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座。在花蓮，法師是見客；在台中，法師正在聆聽台中新建築的簡報。 

慈濟宗證嚴法師在座的場域或氛圍，不由自主地，筆者聯想起童年

時跟隨祖母看歌仔戲、新劇團，皇朝跟前羣臣列班的景象。而證嚴法師

舉止言談的從容無以倫比，但首度會面她予我承擔天下悲苦的形上壓力

印象，不能不說太過沉重，以致於當下筆者只想逗她笑。 

篇幅有限且沒必要引述太多個人感受。簡要說，筆者在慈濟星系所

見，證嚴法師是銀河系的中心，一個慈悲載體，環繞以無數恆星、行星、

衛星、彗星及微塵，而且，她在台中指示新建築的慈濟模式，根本的重

點，仍然是創造出無言招呼眾生的一種場域。其次，證嚴法師本尊承襲

了台灣濃厚的特定傳統，她是道地的本土文化之一，她可以經營龐多事

業，且足以打造世界頂級的結構體。 

11 月 13 日筆者跟隨法師探訪中部環保站，看到萬千熱淚盈眶、仰

望北辰的人羣中，法師絕對孤獨的身影；退場中，也看到法師極為單純

却複雜的笑容，猛然想起歐陽竟無一句慘烈的話：「吾數十年來黃泉道

上獨來獨往」！ 

法師與筆者過往見過的印順導師、聖嚴法師、傳道法師、心淳法師、

聖諾法師……，大大不同。 

從世界各大宗教派堀起史來看，例如暴君焚城前後的基督宗教、回

教傳至印度之後的蘇非派、婆羅門教轉型為印度教，大乘佛教在中國各

宗的興衰……等等，毫無疑問，慈濟宗是宗教中的宗教，它完全切入廣

大普羅大眾的心理，它符合基本人性的需求；過往它細膩地，善巧方便

於台灣民主發展史的脈動，依循沒有政治的政治模式；它將虔敬、服從

的美德，發揮得淋漓盡致，它寬容救贖了過往儒家或政治照顧不到的層

次。如果社會是座金字塔，慈濟宗在最基層張開了天羅地網，從下階層

的關懷濟渡，建立大地般的盤石，且無時不刻，讓金字塔的中、上層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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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們，在生、老、病、死、困頓顛沛之際，降回根本處，得到無助中的

有助，撫慰永恆的虛無，或相濡以沫（請原諒筆者只講結果，而未析論

種種理由、依據）。 

20 世紀上半葉，中國所謂新儒家、十大哲人之一的熊十力先生曾慨

嘆：「……中國之社會，難容善類發展……中國人缺乏虛懷、深慮、熱

誠三大善根……故善類當衰亂，欲自覺覺他，其志恆不發展」，可惜熊

先生不能來台體驗，中國人徹底現世主義的宗教觀到了台灣，蛻變為熱

誠十足的動力火車、熱門搖滾，又可以是十足莊嚴的慈濟宗。此間關鍵

之一，包括永不退轉的，無時不刻的虛懷反省。 

佛教傳入中國的 2 千多年來，發展出十宗而大乘佔其八；八宗千餘

年來只剩禪宗、淨土宗蔚為大。不到 350 年的台灣佛教史，總算孕育出

充分本土自覺的慈濟宗。第一眼照會證嚴法師，其濃厚台灣傳統的氛

圍，教筆者腦海立時浮現《昔時賢文》、廟埕教化……。 

依淺見，慈濟既立宗門，而佛法本一，但宗門特徵不僅在於其他宗

派優點大致都具備；其他諸宗缺點殆可免，而且，最好得以承接台灣自

然風土與人文命格的根荄。此面向，閩南語（最大宗的台灣話）早已充

滿禪語天機，例如台灣人的「認識論」，不像北京話那麼自信地說知

「道」、不知「道」（道可道非常道），只說知「影」、不知「影」；台灣

人對主體以外事物的認知，充其量只能知道「其影」，而了知「不可以

知知，不可以識識」，更且也了然「栽影」，將影像栽進自己內心的三層

結構，也就是心的虛靈體、後天記憶的意體，以及現實生活的識體，三

者疊合而成的影子，是以瞭悟「萬法唯心造」。台灣人很謙卑，北京話

說「萬萬想不到」、「不料」，閩南話說「無疑悟」，因為台灣人的心智，

常像動植物般「無疑無悟」，直指慧明追衣鉢，六祖向他說：「不思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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不思惡，正與麼時那箇是明上座本來面目？」的「父母未生前的本來真

面目」。梁武帝問達摩：「對朕者誰？」達摩答說：「不識」。「不識」閩

南語漳州音即「um-Bat」、泉州音叫「um-Pat」。「um-Bat」就是不屬於分

別識、分別智，沒有二元對立的本然。23 

舉閩南語為例，只是強調在地或本土文化的活水源頭必為特徵之

一。再者，台灣自然生態終極的活水命脈，以極小搏極大，直入地藏天

機，足以演化出宗門最重大的特徵，絕對是全球格局。新近，慈濟大學

王本榮校長正在籌設慈濟的生態、環保（境）教育中心，依其佛法認知，24

必可開創宗門宏觀，夥同如何日生師兄等濟濟人才，今後必然是慈濟宗

奠定永世理論、法門宗要的關鍵時代。 

3、慈濟宗的環保事業 

2010 年 11 月 13 日隨侍證嚴法師參訪苗栗、後龍、清水等環保站，

聆聽環保義工熱誠到不行的見證。他們感人肺腑的實踐故事，彷如四季

花海，綻放無比色彩與絢爛。有些環保站，證嚴法師實在抽不出時間視

察，但信眾義工再三請求，至少讓巴士行經該站，法師不必下車，只讓

信眾瞻望數秒。果然，筆者眼見雨中雙手合十膜拜、跪拜的羣眾，興奮

之情甚於大旱得雨。 

慈濟宗目前在全台設有 4 千 5 百個環保站，全球則約 5 千個。台灣

超過 20 萬的環保義工們，譜寫出愉悅的生命美學、情境美學，25其在龐

多的慈濟出版刊物、專書、每天的大愛電視節目，密如宇宙天星，顆顆

晶瑩剔透，不必筆者置喙。光是 13 日見聞的案例即令人目不暇給，一

                                                 
23 李岳勳，《禪在台灣》（台中：國際佛教文化出版社，1972 年），頁 17-26。 
24 王本榮，《一生無量》，台北：靜思文化志業公司，2009 年。 
25 何日生，《慈濟實踐美學（上）、（下）》，台北：靜思文化志業公司，2008 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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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久病自殺三次卻死不了的婦人，在環保義工生涯中全面康復，身心同

時痊癒；一位脊椎受創的駝背阿伯，因為踩踏保特瓶而打直腰幹、健步

如飛……。 

隨侍的師兄們（男、女一概稱呼師兄）一直體貼地，引導筆者親證

法師走過的足跡，誠所謂「所過者化，所存者神」也！師兄們的身體語

言，渴望分享予筆者的浪漫令人動容。然而，一旦出現反智或神秘主義

式的迷思，則可能預告崩垮、劫變或將隨時到來。俗話說：知識是力量，

但無知也可以是恐怖的力量。反智殆即反佛的胎記或標誌。任何時代諸

佛現身，身旁往往有左右慈悲與智慧的象徵型菩薩，但菩薩的法號則隨

不同場域或時代而變化。 

筆者僅就慈濟的環保現象，暫時歸納、抽離以下特徵： 

A.慈濟隨緣開展的環保工作因緣俱足，具有超過 30 年的社會動能

暨正當性。證嚴法師隨手轉化，締造 20 年來新典範。 

B.慈濟環保工作的實踐，提供廣大基層人員生命價值的切入口，賑

濟台灣歷史文化中，政經無能照顧的屬靈層面，特別是引爆普羅謙卑民

眾的社會角色扮演或身分定位、功能肯定或回歸大我主流。慈濟的環

保，喚醒並重新詮釋最大多數人，從良知到行動的嶄新里程碑。 

C.慈濟的環保，在要求不抽煙、不喝酒、不嚼檳榔的認證制度下，

半強迫、半感化地帶出個人的身體環保、精神環保、風氣環保，網狀帶

動社會降低醫療成本、治安成本、道德教化成本、庶民社教成本、物資

能量耗損成本、總體國力成本等等，體現了宗教在現世主義價值下，最

有效應的現世報。 

D.在證嚴法師的期待下，將回收石化品再造成毛毯、衣物等等新產

品的研發，促進環保新產業，直接提升未來經濟體系新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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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20 年來平凡、穩健、樸素、實際的發展下，筆者看見慈濟宗未

來環保的新重點，也就是朝向「減量」項目的普遍實現，乃至諸多環保

本質部分的著力，更將邁向自然生界或地球生態系的全方位議題諸境

界。 

四、展望的基礎或代結語 
慈濟宗在全球大開大立的時代已然揭開，而足以蔚為 21 世紀全球

宗教大改革的契機，已然在台灣島前展現。筆者以野人獻曝之姿，提出

若干現實議題或挑戰，因為台灣今後面對的，是如下的重大問題。 

（一）當前台灣的困境 

A.台灣人口密度（639 人/km2），約為美國的 22.5 倍、日本的 1.8 倍，

僅次於孟加拉；若扣除中央山脈等非宜人居住區，人口密度全球第一，

台灣土地承受人為壓力世界之冠。 

B.台灣工廠密度（2.74 座/km2）是美國的 68.5 倍、日本的 2.4 倍，

高居全球第一名。 

C.台灣車輛密度（442 輛/km2）是美國的 21 倍、日本的 2.02 倍，居

全球之冠。也就是說，玉山頂、北大武山頂……理論上得停上幾輛車。 

D.台灣能源消耗（2,047 噸油當量/km2）是美國的 9.35 倍、日本的

1.53 倍，居全球第一名。 

E.台灣人均 CO2 排放量為全球平均值的 2 倍，次於澳洲、美、加、

荷蘭，與蘇俄相近，高於德、日、香港、義、法。 

台灣單位面積空污排放量，1985 年以降，居世界第一，是日本的 2

倍。 

F.地球上 CO2 的生命週期在排放後，將經 50－100 年才消失；深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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若暖化後，估計約 1,000 年才恢復；若全球森林復原後，CO2 的排放量

只降 3 分之 1，人為排放仍佔 3 分之 2。 

G.台灣的國民所得、幸福或快樂指數是否為全球之冠？貧富差距如

何？ 

2010 年調查顯示，丹麥幸福人口佔 82%，台灣 22%。 

（二）台灣的氣候變遷 

A.台灣在 20 世紀百年來，年均氣溫增高 1.1℃，約為全球增高值的

2 倍。 

台北市在近半個世紀以來，平均氣溫上升了 1.5℃，凌晨時分的溫

度上升了 2.5℃。台北市的增溫冠於全球任一城市。 

B.1900－2000 年，台灣年均日照時數約 2,043 小時，自 1970 年以降

則顯著降低，每年少了 200－300 小時，也就是說，一年少了一個月的日

照，成因包括人為空污的懸浮微粒，加上中國來的沙塵暴、台灣局部地

區沙塵暴，導致結晶核粒變小且數目增加，雲滴生命期加長且雲量增

加，不降雨或降雨時間延後，日照時數銳減。 

C.已開發地區、都會區之熱島效應嚴重，氣溫高於周邊山區 5℃以

上；晝夜溫差降低了 1.2℃，是其他地區的 2 倍。 

D.高度相對濕度（i.e.＞90%）的發生頻率，過往 40 年減少 2 倍以

上，故而發生霧的頻率大大降低，霧水、露珠大量減少，對植物生長必

有影響。 

E.年降雨（約 2,318mm）無顯著變化，但小雨、毛毛雨減少、降雨

時數減少，暴雨頻率增加（三年不開張，一開張淹死你）。 

F.都會區對流雨增加（都會淹水），山地集水區降雨減少，因而水源

水庫水量短少，都會水災機率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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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北市的熱島效應半世紀以來，午後雷陣雨的年平均日數由 9 天升

為 15 天，發生次數增加 7 成，夏季雷雨量劇增 8 成。 

G.颱風暴雨等更加極端化。 

H.全台降雨線北移，南台或西南半壁乾旱化。 

（三）台灣自然生態系相應氣候變遷的現象（依據筆者

調查研究與經驗） 

A.1980 年代筆者證明台灣植被帶正往上遷徙。 

B.1980 年代末葉，台灣植物開始顯著「起痟」，1990 年代起，植物

物候大亂。26 

C.1990 年代以降，全台發生植物族羣大片、局部塊斑狀不正常死亡

現象：杉木、台灣鐵杉、柳杉、台灣杉、玉山箭竹…… 

D.與疫病相關的滅絕性死亡現象：三義火炎山馬尾松、日本黑松、

台灣二葉松……（松材線蟲），諸多疫病死亡樹種及案例斷續爆發。 

E.大量昆蟲猛爆繁殖與寄生植物現象。 

F.極端環境因子之傷害：例如 2005 年 3 月 4 日超低海拔降雪之與假

長葉楠等植物；焚風之與東部、台中行道樹。 

G.外來物種猛爆拓殖、突變、演化與肇災現象。 

H.2006 年筆者公佈近 30 年來，台灣海邊植物由南往北遷徙 30～80

公里。 

I.由於日照時數減少、降雨時數減少、相對濕度降低、霧露減少、

晝夜溫差降低、極端氣象因子為害……，筆者推測台灣植物、農林作物

等，呼吸率增加、光合作用率降低、生幅縮減、疫病或不正常死亡突發，

                                                 
26 全球生物生理時鐘大亂，一些冬眠性動物得吃安眠藥……；2006 年底全台許

多植物「花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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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諸多尚未明確的危機等，台灣一級生產量應已顯著減少。 

更且，台灣隨時將面臨的大劫難，筆者隨意舉例如下。 

1、無機災難 

A.常態大地震：台北、嘉南、關西、不定地區…… 

B.突發型：海嘯、龍捲風、焚風、超高溫、冰雹、本土沙塵暴…… 

C.基隆及大屯火山羣爆發，南台泥火山大湧現…… 

D.各地區順向坡地滑、反插坡大崩塌…… 

E.超級颱風、超大暴雨直接為害…… 

F.不定土石流、大淹水…… 

G.海平面上升，農地或一級生產地、宜居地漸次或猛然減縮…… 

H.南台大苦旱…… 

I.森林大火…… 

J.各地區旱象或缺水…… 

K.水庫潰決…… 

L.太陽輻射、宇宙射線危害人體，干擾電子儀器釀災…… 

M.聖嬰南方震盪、北極震盪強化影響台灣…… 

N.大部分過往水土保持、治山防洪的工程失能或瓦解…… 

O.老舊堤防、邊坡等，可能摧枯拉朽…… 

P.無法想像、不能預測的異象及災變…… 

Q.東台即將因新工程等，發生接二連三大災變…… 

2、有機災難 
A.本土物種或地區族羣大滅絕……北台灣的筆筒樹自 2007 年以降

大量枯死…… 

B.外來入侵物種突發肇災，危及身家財產安全：1970 年代以降，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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灣平均每年至少都有 1.1 種疫病害蟲等傳入…… 

C.昆蟲、真菌、細菌、濾過性病毒等突變，猛爆危害：蚊子、蛾、

螞蟻、蚜蟲、老鼠、蟑螂……原本在 6－7 月出現的登革熱，2010 年 4

月提前登場…… 

D.大瘟疫：流感、鼠疫、霍亂、百日咳、麻疹……，舊瘟疫突變捲

土重來，新疫型無法預測突發…… 

E.基因工程「生物」肇災或危害…… 

F.漁業全面蕭條…… 

G.畜產、禽產瘟疫大流行：2010 年 5 月間流行的羊痘已撲殺 19 個

養羊場之 3 千頭以上羊隻、禽流感隨時可發生、各種人為豢養動物新疫

情可能發生，並有部分將傳染至本土自然生態系的野生動物…… 

H.農林果業大減產或特定種類大豐收（賤價傷農）……2010 年春節

前後以迄 4 月，北極震盪等引發的氣溫高低劇烈變化，一夕之間變化十

幾℃，導致 4－5 月間許多農產品產量銳減，蒜頭、芒果、荔枝……減

半；3、4 月間，屏東生蛋雞死亡 11 萬餘隻，引發 20 餘年來首度發生蛋

價在清明節過後不降反漲的現象…… 

3、人為劫變 

A.高鐵、鐵公路或交通系統大災變可能間斷發生…… 

B.科技大反撲，災難、突變或累積性病變將發生…… 

C.社會反智與迷信，或怪力亂神將大增…… 

D.國民生產毛額斷續猛降、貧富差距大增，社會公義持續下降…… 

E.安全食物減少，有毒食物大增…… 

F.政策型劫難將發生…… 

G.新疾病將發生；慢性環境（生態）躁鬱症將成為新顯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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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生態或環境難民將大量出現……爆發新一波移民潮…… 

I.因生態及環境災難引發的暴動、社會動亂有可能發生…… 

J.將出現生態及環境災變的新行業…… 

K.中華民國可能亡國…… 

此外，台灣琅琅上口講了多年的「永續發展」幾乎只是口號，因為

若以「生態足跡」來計算，現今台灣耗費的能源及資源，必須 30 倍台

灣面積來支撐。若依據「生態負債日」來估算，則台灣人在元宵節已經

吃掉中秋月餅與冬至湯圓矣！ 

筆者可以瞭解證嚴法師作為現象世界導體的「大愁苦」、「大悲心」，

然而，慈濟宗對全球最大的貢獻並不只是在於形而下，毋寧是從現實面

進而潛移默化，進臻形而上的價值大改造。 

人類基因暨所有人性來自數十億年地球的天演，更是 135 億年宇宙

深沈歷史（deep history）的展現，人本自然。在自然頻道上，筆者看見

一羣獼猴自從被人們遷徙到良好的環境之後，因為靠人們餵食，猴羣不

必自行求生，在「有錢有閒」的狀況下，猴羣發展出許多遊戲（育樂活

動），包括玩石頭的劇碼。畫面上，一隻猴子撿起幾粒石頭敲玩，很快

地另隻猴子跑過來，搶奪牠手上的石頭，旁白提出質疑：「明明地上都

是石頭，幹嘛得搶別人的？」鏡頭轉到人類幼稚園的教室裏，教室四周

置滿各式各樣的玩具、布偶，沒人理會。忽然，有個小孩隨意抓起一隻

泰迪熊，奇怪的是，馬上出現另個小孩過來搶奪它，旁白再度響起：「明

明滿地都是玩具，幹嘛要搶人家的？」 

這就是「價值原理」，價值是人賦予的，此一根源是演化而來的天

性；價值由特定人賦予之後，其他人受到感染而跟進；價值絕非理論所

創造，價值不見得需要理論；先有價值的展現，而後有價值理論的後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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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衍。證嚴法師說：「要改變氣候，就要先改變人心」，可以推廣至價值

的大改造，社會新典範的大建立，而不只是「心淨則國土淨」！ 

慈濟宗正在賦予人類新價值，正在開發尚未存在的善與普世新倫理

道德，需要更廣大如虛空的歧異度（diversity），需要在面對大是大非的

真智慧、真勇氣與真承擔，更需要來自台灣文化暨自然生靈的新啟發，

而且，佛法本源不能一刻稍忘。筆者初體會慈濟氛圍，也看見人類新曙

光。慈濟宗可以開創全球性新政黨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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