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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伦理生态伦理
思考我们的生态系统、人应有的责任。

近年来纪录片「不愿面对的真相」、

「当洪水来临时」提醒我们：

地球暖化、人对环境的污染，

空气、水、土地污染了，

造成生态的浩劫，不仅是其它生物、

也造成 类存在 绝 危也造成人类存在可能面临大灭绝的危机。

以土石流来说，天下杂志 442 期 –
高屏溪的悲歌 分析土石流成因 影响高屏溪的悲歌，分析土石流成因、影响，

因为在水源地滥垦、滥植，

以致高屏溪上的土石流一发不可收拾以致高屏溪上的土石流一发不可收拾。

由于人类的活动，造成整个地球地质的变革，学者称这是

「人类世（ 个地质年代的称呼）」 因人的活动造成「人类世（一个地质年代的称呼）」，因人的活动造成

地质的大改变，因此我们需要注意到生态环保的问题。

生态环保不是异教的专利：有人说大地之母是盖亚、

新世纪运动者提倡生态环保新世纪运动者提倡生态环保、

青海无上师「吃素环保救地球」。

地球是谁的？不是后代子孙的地球是谁的？不是后代子孙的，

无庸置疑，基督教信仰告诉我们：地球是上帝的！

基督教是绿色的信仰、重视环保的。基督教是绿色的信仰、重视环保的。

创造论：大地是属乎上帝的，

是上帝创造 所珍贵 爱惜的 具有「神圣性」是上帝创造，所珍贵、爱惜的，具有「神圣性」，

不是说大自然有「神性」，

而是大自然有不可侵犯、不可任意对待的特殊性质，而是大自然有不可侵犯、不可任意对待的特殊性质，

糟蹋大自然的，恐怕是在侮辱创造它们的上帝，

创造的时候，上帝如此说：一切都是美好的切 美好
大地的存在仰赖上帝的美善，上帝在护理、维持

大地彰显了上帝的荣耀，

当美善之物呈现出来，那是上帝荣耀的彰显了

人在上帝所创造的世界当中

所托付的责任叫做「治理人所托付的责任叫做「治理」，

 不是让人任意对待的治理

创 亚当常常在园子里面像园丁 样 创二 亚当常常在园子里面像园丁一样，

在修理、管理、看守

人类并不拥有大自然人类并不拥有大自然，

地、一切、充满的，都是属于上帝的，

人在治理 为了上帝的缘故人在治理，为了上帝的缘故，

在效法上帝、像上帝一样去照顾万物，

保存、维护、而不是剥削。保存、维护、而不是剥削。

旧约律法关于的「土地」的条例：

土地的使用、处置土地的使用、处置，

怎么种植、收成、何时种、休息，

土地不可永卖，不可永卖，

都反映上帝的慈爱与荣耀。



所以人的治理，

是一种照顾式、服务式的治理，

也就是「仆人式的王权」：

就像基督俯就卑微人 成全他的门徒 就像基督俯就卑微人、成全他的门徒

同样，人类在上帝的大自然之中，

也类似的角色 去成全大自然也类似的角色，去成全大自然，

完成大自然受造的时候

所要成全的那个角色所要成全的那个角色

用另外 句话用另外一句话：

人类是「万有的祭司」，

要带领万有要带领万有，

去敬拜、荣耀上帝。

然而很不幸的，人堕落了，

堕落之后因为人犯罪堕落之后因为人犯罪，

不只是与妻子疏离、夫妻、人际间疏离，

人跟大地的关系也有影响了人跟大地的关系也有影响了…
人在那里辛苦劳动，

地因为人的犯罪受了咒诅地因为人的犯罪受了咒诅，

原本美好的地被人类连累了

人一直在耕种自身所出的土，人 直在耕种自身所出的土，

但因自己的败坏，对大自然任意剥削，

甚至错读了 创一 的「治理」-
好像人是万物之灵，能够任意处理地球上的万物一样

因此就有人说：人类成了地球生态系里的癌细胞，

为了自己的好处、成长，因为不想死，

却把其他所有资源通通耗尽了，

堕落后，人跟地之间的关系一种扭曲的彰显。

教会有定义罪，

中世纪七大致死之罪中世纪七大致死之罪：

七项 严重的罪，

其他的罪是从这七项引出来的其他的罪是从这七项引出来的…
傲慢、嫉妒、愤怒、怠惰、

贪婪 暴食 情欲贪婪、暴食、情欲

二十世纪之后，

罗马教廷重新定义七宗大罪：罗马教廷重新定义七宗大罪：

基因改造、人体实验、污染环境、
社会不公、令人贫穷、贪财无度、服用毒品。社会不公、令人贫穷、贪财无度、服用毒品。

对罪的定义有跟上时代

提醒我们：提醒我们：

人的罪有不同的方式在表现，

表现在人际关系、也表现在生态上面。表现在人际关系、也表现在生态上面。

罗八 大地、受造之物都「服在虚空之下」，

造之物没有达成 帝创造它 的 的受造之物没有达成上帝创造它们的目的，

它们就在叹息，在等候上帝最终的救赎。

基督教的救赎论基督教的救赎论，

会成全上帝创造时所预定要达成的目标；

十字架的救恩 不仅是救人的灵魂而已 不只是人类十字架的救恩，不仅是救人的灵魂而已、不只是人类，

更是关乎大地的。

以弗所书救赎目标 使天上地下所有的 在基督里同归于以弗所书救赎目标：使天上地下所有的，在基督里同归于一。

基督十架救赎的目标不只是人、包括全世界。

所以终末成全的时候 上帝要让一切都更新所以终末成全的时候，上帝要让 切都更新，

启廿一5 坐宝座的说：「看哪，我将一切都更新了！」

天地，其实是我们所居的这块地，

被我们污染、扭曲、破坏的地，我 污染、 、 坏 ，

上帝不是要废弃，而是要更新！



如果救恩论有一种「天堂的想象」：得救以后

脱离这破烂的地球 逃往另 半空中脱离这破烂的地球，逃往另一半空中、

在云中飘来飘去与基督同在，

这样的天堂不是基督教所说的这样的天堂不是基督教所说的。

圣经说的是一个「新的天、新的地」-
上帝「末日的大火」 是审判、也是洁净；上帝「末日的大火」，是审判、也是洁净；

新的天、新的地，有义在其间，是新的耶路撒冷。

基督徒的信仰生活基督徒的信仰生活，

除了在教堂里敬拜、唱歌、人与人间的互动之外，

也是绿色生活，因为教会是万物在等待的教会-也是绿色生活，因为教会是万物在等待的教会

万物在劳苦叹息在等待，

教会完完全全成为教会的那一刻，，

也是万物要得赎的那一刻。

所以我们的信仰生活应该是绿色的，

不只关系我们自己，也关系到整个大地的福祉。

生活里面很多事，是值得我们去注意的：

现在是消费主义的年代现在是消费主义的年代，

 消费主义是现在的神、卖场像殿堂

我消费故我在 消费赋予人存在意义我消费故我在，消费赋予人存在意义，

消费成了一个神明了！

这些公司想办法要刺激消费 创造需求这些公司想办法要刺激消费、创造需求，

没有需求之处创造需求，

比如手机、电子产品的更新，如手机、电子产 的更新，

半年、一年，不断更新、不断刺激，

就是让人要用更新、更快、更好。

其实是在刺激欲望，

除了人心的欲望被养大了、不断追求之外，，

地球的资源能够来承担吗？都值得思考的。

更新的速度或许让我们减少一点欲望，

除了可以节省一些资源，可以爱惜这个地球。

化石燃料、温室气体排放问题：

烧煤 石油 产生二氧化碳 不断散发在空中烧煤、石油，产生二氧化碳，不断散发在空中，

造成温室效应、地球暖化，

各地水 干旱 不照平常的规律；各地水、干旱、不照平常的规律；

气候变迁植物也受不了，粮食生产就会有问题。

现在是节能减碳的年代 先进国家做碳排放税现在是节能减碳的年代，先进国家做碳排放税，

富有的国家也相对在剥削贫穷国家，

然而就生态来说 减少碳排放 碳足迹 是有好处的然而就生态来说，减少碳排放、碳足迹，是有好处的。

另外像空气污染：原来上帝赐给人一切都美好，

人有需要的阳光 空气 水 都免费人有需要的阳光、空气、水，都免费。

今天人把它污染了，工厂在排放有毒的气体，

风吹到那里、空气污染物质就排到哪里风吹到那里、空气污染物质就排到哪里，

沿线各种癌症的致病率就越来越高，

每一个人的平均寿命会比其他地方短几年，每 个 的平均寿命会 其他 方 年，

这不是大规模随机慢性杀人吗？

核能电厂的问题：

在制造出人工核种，放在电厂处理了，

高放射能的、却没有能力处理后续，

找个洞埋起来 让几百年以后的子孙找个洞埋起来、让几百年以后的子孙
替我们承担那些成本。

政府的电业政策 电厂政府的电业政策、电厂，

后面的利益纠葛，似乎没有处理。

如果尽量使用再生能源：

地热、风力、太阳能、潮汐、

洋流、水渗透压，

鼓励再生能源的使用，

能够减少碳排放、环境污染。



农业：鼓励友善土地的方式农业耕种，

就像老祖宗 三代前的祖宗 用传统的方式就像老祖宗、三代前的祖宗，用传统的方式，

没有农药、不使用化学肥料，

肥料都是再生的肥料都是再生的，

出于土地的肥料也耕耘在那哩，

那个生态系 -虫 鱼 鸟那个生态系 虫、鱼、鸟，

以友善土地的农业应该也可以支持。

现代因大规模种植用农药 化肥之后现代因大规模种植用农药、化肥之后，

单位成本是降低的，

友善土地的耕种方式成本比较高。友善土地的耕种方式成本比较高。

所以尽量要以有机农业，

但却不是现代人的经济能力可以负担的，负 ，

的确是我们的两难。

做一个基督徒，

在行有余力范围之内，应该尽量要支持。

塑胶产品、保丽龙无所不在，免洗筷、餐盘...
大量的制造垃圾 土地已经没有办法负荷大量的制造垃圾，土地已经没有办法负荷。

这些垃圾丢在土地里面，在土地底下，

水 空气的循环会遮断 造成问题水、空气的循环会遮断、造成问题，

所以尽量减少塑胶的使用。

我们国家有国土规划 会开很多马路我们国家有国土规划，会开很多马路，

国家需要建设，开铁路、开公路，

从山上开过去 把农田征收了 改成马路从山上开过去、把农田征收了，改成马路，

我们真的需要这么多的铁路、公路吗？

然而背后，为什么人口是往某一个都市集中，然而背后，为什么人口是往某 个都市集中，

不同的区域不同的建设，大学、医疗场所、就业市场，

平均分配到全国各地去，人就不需要大规模的迁徙，均 ， ，

可以减少铁、公路的需要。

人在路上迁徙，还需要电力、汽油、柴油来输送，

减少迁徙，当然会减少能源的使用。

过去跟海争地、跟河争地，

态 年因为自然生态环境是千万年累积而成的，

海、河的力量会要我们迟早付出代价的。

环保宣教学：

我们过一个比较低欲望的生活方式，

鼓励从小地方做起的 保政策 保教育鼓励从小地方做起的环保政策、环保教育，

鼓励人跟土地之间有一种共生关系。

比如 个教会到垃圾场去比如一个教会到垃圾场去，

把一个垃圾堆变成公园、小树林，

 传统比较狭隘的想法 在做社会服务 传统比较狭隘的想法，在做社会服务

但是近代对上帝的旨意有更广阔的了解–
上帝是生态的上帝 所以教会的环保上帝是生态的上帝，所以教会的环保

那种生活方式、爱惜上帝所造的大自然，

这就是我们的信息了是我 信息了

人之所以为人，跟我们所出的这块地有密切相关的。

圣经说：

人出于尘土 要归于尘土人出于尘土、要归于尘土，

生活也仰赖尘土、因为人本是尘土。

人跟整个生态系有很密切的关连人跟整个生态系有很密切的关连，

 不只食物是生态系供应的

呼出去 排出去的废物呼出去、排出去的废物，

是生态系替我们接受处理了，

变回养分回到生态系变 养分 到生态系

人跟整个生态系、大地有一种共生关系，

让我们知道我们是人、让我们知道我们是人、

成全了我们人之所以为人。

如果摧残、破坏生态系，

就是在破坏人之所以为人的本性

维护生态系，其实是在拯救自己，

让人恢复成上帝所造原来所要成的样子



上帝的救恩是人、全人类、包括万物，

教会是万物在等待的教会，

当我们从事生态的保育工作，

 是在为上帝在照料上帝所创造的大自然

 也活出上帝要我们活出的基督教的精神

这是我们的信息、是我们自己所需要的。

让这生态、在廿一世纪努力的思考，

否则大规模的灭绝，

怕就在我们自 的手上在发生恐怕就在我们自己的手上在发生。

愿上帝救赎我们，

脱离这败坏的挟制，

得着上帝儿女的自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