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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代問題座談紀實】之十九 

佛教對「環保問題」的看法 

 
星雲大師講 
弟子滿觀記錄 

 

大自然與生物之間，原本是和諧共存的，但是，隨著人類生活的方便，物質的富裕，這

種和諧美好的關係，已逐漸蕩然破壞。全球環境的變遷，如氣候暖化、空氣水質污染、海平

面上升、地層下陷、生態系統改變等等，對我們的生存與健康，都造成極大的威脅。 

人類對地球的摧殘戕害，也自食惡果，引來了地球的反撲！ 

或許有些人不知道，佛教是一個非常重視環保的宗教。自古以來，寺院建築常與山林融

和，僧侶植樹造林，不只美化環境，更具水土保持之功；佛門裡「同體共生」、「慈悲護生」、

「勤儉惜福」的觀念，應用在生活裡，就是最具體的環保行為。 

星雲大師認為，世界上所有的問題都與「人」有關，人類可說是問題的製造者，要處理

環保的問題，有賴於每一個人的自我覺醒。因此，除了珍惜大地資源，更應做好個人身心的

環保，如拒絕垃圾知識、思想不被污染，就是思想的環保；觀念正確，凡事正面思考，就是

觀念的環保；口業清淨，不講髒話，不兩舌、不惡口，就是語言的環保；心中無煩惱、嫉妒、

不平、憤恨等情緒，就是心靈的環保。 

愛護地球，必須「開源節流」，大師更言：「開源」，應開佛法之源，開發自己的慚愧

心、感恩心、歡喜心、感動心；「節流」是節省金錢用度，節制自己的貪欲瞋心。為了淨化

心靈，淨化社會，多年來，在大師倡導之下，佛光會更陸續發起「把心找回來」、「七誡運

動」、「慈悲愛心列車」、「三好運動」等心靈環保的活動。 

二○○五年十月，大師在西來大學遠距教學時，學員提問許多環保相關問題，大師一一

作獨特精彩的開示。接下來，一年一度分別於十一、十二月，在香港、台北舉行的〈佛學講

座〉，也從「環保十問」中，論述和我們每一個人息息相關的環保問題。以下是三場講演的

綜合紀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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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  間：二○○五年十月七日晚間七時三十分至九時 
地  點：美國西來大學遠距教學教室  
主 持 人：星雲大師 
英文翻譯：妙光法師 
對  象：西來大學學生及加拿大滿地可、溫哥華、美國紐約、聖路易、奧斯汀、休士 

頓、舊金山、佛立門、聖地牙哥、台灣等十個地區之數百名學生透過網際網

路同步上課 

 

一、「環保」是近代人類關注的問題，每隔一段時間，就會被提出來呼籲和討論。請問大師，

什麼是「環保」的真正定義，「環保」的重要性為何？ 

答：近代人類有個大進步，就是環保意識的提昇。所謂「環保」，從居住環境的保護到

自然生態、整個地球的保護，都屬於環保範圍。廣義而言，更包含了我們的語言、身體、觀

念、思想等的心靈環保。 

地球是我們居住的世界，它是虛空中的一個大宇宙，其中自然界的大地山河、森林草原，

社會環境的好壞，對我們的生存都有重要的關係。我們的身體，則是一個小宇宙，所以講到

環保問題，不僅地球需要環保，身體也要環保。因為地球不加以保護，它會生病；我們的身

體不注重保健，也會生病。 

一般人對自己這個小宇宙的身體比較重視，比較勤於保護，例如我們每天要吃飯、睡覺，

要刷牙、盥洗，甚至婦女要化妝、美容養顏，都是注重身體的環保。進而對家居、周圍環境

的維護，也會注意，但對於生態、宇宙的環保，總覺得與自己的關係遙遠，而忽視不在意。 

其實這個世界，大宇宙與小宇宙是息息相關的。講一句話，透過電波可以傳遍整個地球；

吐一口氣，可能成為地球上的一個風暴。所以我們不能認為自己只是一個人，在世界上能擁

有多少？地球那麼大，虛空那麼大，自己哪能關心那麼多？目前世界最驚慌恐懼的就是禽流

感，禽流感原本只是小動物的一個小感冒，因為我們人體沒有抵抗力，就會受到感染，甚至

死亡。從這個事例可以說明，現在的世界是沒有國界的，因此，怎麼可以說世界的環保對我

們不重要呢？ 

佛教認為宇宙世間一切森羅萬象，都是地、水、火、風「四大」元素組合而成。如果沒

有大地的普載，我們要安住在哪裡？沒有雨水，我們怎麼生活？沒有陽光的溫度，我們又怎

麼活下去呢？風，就是空氣，對我們的生存更是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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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的身體也是靠四大和合來維持生命，人體的毛、髮、爪、齒、皮、骨、筋、肉，是

堅硬性的地大；涕、唾、膿、血、痰、淚、津，便是潮濕性的水大；溫度、暖氣是溫暖性的

火大；一呼、一吸是流動性的風大。所以佛門裡有時見到人會問候：你四大調和否？同樣的，

對於我們生存的地球，我們也應該關心它的地水火風四大是否調和？因為不管大宇宙的地

球，或小宇宙的身體，如果四大不調，就很麻煩了。 

除了有形的、看得見的環保，我們的思想、身體、觀念、心靈，也都要重視環保。有一

些人被垃圾的知識，不正確的觀念所影響，而誤入歧途。所以佛陀告訴我們要奉行「八正道」，

八正道的第一條就是「正見」。正見是遠離顛倒邪見的正觀，是如實了知世間與出世間因果

的智慧。正見好比我們照像，如果光圈、焦距沒有調好，照出來的相片就不會清晰好看，所

以正見就是思想的環保。我們常常保持微笑，維持良好風度，講話得體，不惡口、不兩舌，

即是做到語言和身體的環保。 

心中沒有煩惱，沒有怨恨、嫉妒等情緒，便是良好的心靈環保。每個人都可能影響社會

大眾，如有些人語言不清淨，行為不正派，常常欺騙別人，讓人吃虧上當；由於個人沒有重

視自己身心的環保，使得家庭、社會都不環保。 

地球是我們的大地，大地是我們的母親，能讓萬物生存、成長。在中國社會裡，一般人

對觀世音菩薩和地藏王菩薩都覺得很親切，地藏王菩薩如同大地，地有「能藏」、「能載」、

「能生」的功能。《菩薩睒子經》說睒子菩薩「履地常恐地痛」，他每走一步路，都不敢用

力，怕踩痛了大地；每說一句話都不敢大聲，怕吵醒了熟睡的大地；他不敢亂丟一點東西在

地上，怕污染了大地。睒子菩薩那麼愛護大地，也可以啟示佛弟子要懂得重視環保。 

為什麼要重視環保、愛護大地呢？因為世間的一切都和我們有關。自私的人只關心自己，

如果把愛心稍微擴大，會關心家庭、關心社會、關心國家，甚至關心普世的大眾與地球。所

以，環保應從「心靈」做起，心靈健全，有慈悲的環保意識，世界就得救了。 

二、近年來國際間災難頻傳，各種天災不斷，諸如地震、海嘯、颶風等，造成無數的財產損

失與人命傷亡。有人說，這是人類不重視環保，不懂得善待地球，長期過度開發、使用，

以致引起大自然反撲的結果。請問大師，您覺得現在舉世到底發生了什麼樣的環保問題

呢？ 

答：我們的身體有生、老、病、死的循環；氣候有春、夏、秋、冬的循環；一切事物也

有成、住、壞、空的循環。循環是一個自然的現象，所謂環保出了問題，就是宇宙大自然的

循環發生問題。雖然生老病死、成住壞空是自然必然的定律，但是妥善保養、照顧，就能延

長其壽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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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佛教的觀點視之，凡是能動的、活的、有用的，都有其生命與存在的價值。山有生命，

水有生命，天地、日月、星辰，乃至一切萬物都有生命。像衣服、桌子、椅子，我們愛護它，

可以使用十年、二十年，不愛護它，可能二、三個月就會破壞了。同樣的，自然生態也要靠

我們的愛護，它的生命力才會久長。 

由於我們的貪婪和不重視環保，違反自然循環的準則，使得地球千瘡百孔，嚴重生病。

如幾十年來，台灣許多山坡地由於休閒需求及茶葉、果樹等種植而濫建、濫墾、濫伐，導致

土石流，造成水庫及河川淤積大量泥沙。其他如現代人為了滿足口腹之欲，毫無節制的濫捕

濫殺，使得許多珍奇動物面臨絕種的危機，間接造成嚴重的生態破壞。還有濫採沙石，造成

橋斷路危；濫抽地下水，造成地層下陷；任意燃燒有毒廢料，以及廢棄物、工業廢水、核廢

料、商業肥料等處理不當，造成空氣、水質、大地的污染。 

而森林的濫伐、焚燒，和燃燒木炭、柴油、天然氣、汽油等所釋放的大量二氧化碳，更

促成溫室效應。這些年全球大幅的持續乾旱、水災、熱浪、超級颶風之自然災害，都是因為

溫室氣體增生，全球溫暖化而導致的。根據統計，從上世紀以來，每年排放的二氧化碳平均

約七十億噸，地球溫度升高了○‧六度，預測到了二一○○年，地球溫度將升高五‧八度，

是五千萬年以來地球的最高溫。 

除此，汽機車、工廠排放的廢氣，不只污染空氣，更上升大氣層，破壞臭氧層，也隨著

氣流、風向四處溢散，一旦遇雨便成酸雨。酸雨會污染土壤和水質，傷害植物和動物，腐蝕

建築物，嚴重威脅人類的健康與居住安全。 

另外，熱帶雨林是地球珍貴生態系之一，它雖然只佔全球百分之二的面積，但卻是全世

界一半以上的野生動植物的生息地。雨林能消耗大量二氧化碳，生產氧氣，調節全球的氣溫

及空氣，可說對全人類的生存關係重大。過去亞馬遜雨林提供了全球四○％的氧氣，因遭濫

伐，也使得全球增加一○％－三○％的二氧化碳。因此，現在聯合國出面保護南美洲的巴西

熱帶雨林，甚至出錢補助，希望人們不要砍伐，但悲哀的是，南美洲的熱帶雨林也已逐漸消

失中。 

台灣前幾年，由於大家種檳榔，濫墾濫伐，於是在九二一地震中，整個南投縣走山嚴重，

造成無數人命的傷亡。前不久美國的紐奧良受到卡翠納颶風橫掃，也死了幾十萬人，間接的

原因之一，就是沼澤地過分開發的結果。所以現在環保問題，已經不是哪一個人的問題，環

保問題已經成為普世的、全人類的一個重要問題。 

美國華德（Peter D. Ward）、布朗李（Donald Brownlee）兩位教授所著的《珍稀地球》

一書中，探討地球能讓生命生存的獨特性與珍貴性。從過去地球十次大滅絕的歷史中，他們

歸納出地球滅絕的原因：「太熱或太冷，食物或養分不足，水、氧或二氧化碳太少（或太多），

過量的輻射，不適當的環境酸度，環境毒素以及其他生物。在這些因素之一出現或有數項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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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時，行星上多數的動植物就會滅亡，大滅絕因而發生。」從造成生物死亡的原因裡，我們

應該警覺：「地球是不是已病入膏肓？」平時我們的身體有病就要找醫生；我們的地球生病

了，也要關心它、挽救它，要為地球醫療，這是居住在地球上的每一個人的責任。 

三、針對剛才大師所講的種種問題，我們應該如何「亡羊補牢」？如何做好環保工作和加強

環保教育呢？請大師開示。 

答：前面提到全球性環境污染，和生態破壞所造成的危機，已經威脅人類的健康和地球

的存亡。所以，一九九二年六月初，聯合國在巴西里約熱內盧舉行地球高峰會議。這個被視

為「搶救地球」的會議，主要目標就是要達成保護植物、動物和自然資源的協議。 

談到環保，首重愛護地球，地球能活得長久，我們的子子孫孫才能在地球上安居樂業。

過去有人說地球是我們的家，大地是我們的母親，它保護我們的生命，提供我們生存的一切

條件，我們怎能不尊敬它、愛護它呢？世間上的問題都是人製造出來的，因此，提倡環保要

靠人類自我覺醒。 

世間萬物互相之間都存有因果關係，用怎樣的方法對待萬物，萬物就會用同樣的方法對

待我們。就像我們面對著高山，大喊一聲：「啊──」對面的山也會回我們一聲：「啊──」

這是相對的概念。大自然的資源雖然能為我們所用，但是一旦過度消耗，自然也會反撲。我

們看似渺小，但每一個行動都影響著全人類與宇宙間的互動。所以，如果我們要求得生存，

就先要讓萬物求得生存。 

如何做好環保工作呢？我想首先大家要能「惜福」。中國人的傳統道德觀念裡，一直有

著惜福的環保意識。例如我們小時候，父母常跟我們說：「一個人，一天只能用七斤四兩水。」

超過了，福報就透支了！福報猶如銀行存款，有儲蓄才能支出。唯有珍惜大自然各種資源，

資源不虞匱乏，人類才能在地球上繼續存活。 

有一位東方的學生到德國唸書，他向一位老先生租了一間房子，房子裡設備齊全，除了

床舖、桌椅、電燈之外，還有冷氣。這個學生每次外出，電燈、冷氣常常沒關。房東告訴他：

「年輕人，你要節約能源，電燈不用時要把它關起來。」這位年輕學生認為自己付錢租的房

子，裡面的設備自己有主權愛怎麼用就怎麼用，因此很不以為然的說：「干你何事？」老先

生說：「年輕人，這是我們國家的能源，每一位住在德國的人都應該愛護國家的能源，如果

大家都不節約能源，你也浪費，他也浪費，我們國家的能源少了，國家會窮，大家的日子會

難過。」 

另外，一位美國老太太看到一個少年喝完汽水，罐子隨便朝地下一丟，老太太就說：「年

輕人，罐子撿起來，不可以隨便亂丟東西。」少年回答：「這是大馬路，又不是你家，關你

何事，要你多管閒事，我就是不撿起來。」老太太說：「怎麼不關我的事？這是我們居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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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境，你亂丟東西，垃圾到處留，讓我們的環境受到污染，讓我們的地價降低，怎麼不關我

的事呢？」 

所以，環境保護需要大家一起來。世間凡事都要靠各種因緣才能成就，平時我們的生活

要靠士農工商共同成就，沒有農夫種田，我們哪裡有米飯可以吃？沒有工人織布，我們哪有

衣服可穿？世界萬物都在供應我們生活之所需，我們應該好好珍惜。 

除了要惜福、惜緣、惜物、惜時以外，尤其要惜生，世間萬物都有生命，我們不能只是

愛惜自己的生命，也要愛惜他人的生命。這個世界沒有其他人的存在，就沒有各種成就我們

的因緣，「我」也就難以生存了，所以為了讓自己能生存，我們要多多愛惜成就我們生命的

各種因緣關係。 

這些環保觀念必須從教育做起。首先大人要以身作則，做兒童的示範。如父母要教導子

女尊重生命、惜福愛物；老師要教導學生尊敬長上、待人有禮等。尤其道德觀念的提昇，公

共環境的維護，都需要從教育上加強宣導。 

四、誠如大師所說，世間上的問題，都是「人為」製造出來的，尤其人的「貪心」是傷害社

會環保的最大根源，因為「貪」而使得社會充斥著暴力、貪污、綁票等亂象，以致現在

整個生存環境日益衰敗。請問大師，如何才能淨化社會呢？ 

答：剛才講到環境要靠大家來維護，同樣的，社會風氣的好壞，生活品質的優劣，也與

人脫離不了干係。我們常說要美化家庭、美化環境、淨化社會，其實如前面所言，最重要的

是淨化每一個人的心。 

語言是人與人溝通的橋樑，所以，淨化社會要先淨化語言，有的人口中儘說些不好聽的

話，甚至說髒話罵人，像廁所、糞桶一樣污穢、骯髒不堪。我們每天所說的話，要讓人生起

歡喜心，《諸法集要經》說：「常說利益言，令自他安樂。」又說：「常以柔軟語，愛念於

群生。」對他人要慈悲多說好話，不要吝於讚美，所言須能發人深省，提昇道德，增加知識，

這就是語言的淨化。 

有句偈語說：「面上無瞋是供養。」世間最美的就是笑容，我們要多給別人笑容，時時

以微笑來淨化面容。另外，現在社會上流行進修美姿、美儀等課程，以培養行儀舉止的優美。

除肢體動作的美感之外，更要美化自己的行為，如不亂殺生、不竊盜、不邪淫，都是行為的

淨化。 

除此，食衣住行、舉手投足，乃至處事做人，都必須做自我的淨化。如飲食三餐，美味

可口，為人之所欲，但粗茶淡飯，也能覺得別有滋味；衣服穿著，固然需要莊嚴整齊，但是

即使老舊不光鮮，只要清潔淡雅，也無不好；居住深宅大院的房屋，固然很好，窩在簡陋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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屋，也能如天堂；出門有汽車代步，快速敏捷，若無車無船，也能安步當車。還有，做事勤

勞負責，求全求成；做人誠實正直，求真求圓；交往情真意切，接物至誠懇切。凡此，都是

生活上的身心淨化。 

世間的罪惡，人生的禍患，都是由於心無厭足而來。蘇東坡說：「人之所欲無窮，而物

之可以足吾欲者有盡。」《出曜經》也說：「天雨七寶，猶欲無厭，樂少苦多，覺之為賢。」

科技進步，物質文明並不能令人少欲知足，欲望多，痛苦自然也多。能知足感恩的人才是世

間上最富貴的人。能夠知足，不忮不求，就是至上的幸福。 

人與人的相處，若能時時懷抱感恩的心情，則仇恨、嫉妒便會消失於無形，是非煩惱自

然匿跡於無影。我們能時時以感恩的心來看這個世間，也會覺得這個社會很可愛、很富有。

人不能離開社會獨立生存，而人與人之間的關係靠著「緣」來維持，因此，我們必須懂得結

緣。結緣的方法很多，可以用財物結緣，用言語結緣，用力量結緣，用智慧結緣……。身為

團體中的一份子，不但應該隨眾隨喜，慈悲助人，廣結善緣，還須有智慧，能明理，並且互

相尊重。 

人類和大自然要和諧才能生存，家庭裡的老、中、青、男、女、老、少，要和諧才能美

滿幸福；社會上各個機關及士、農、工、商，大家要和諧才能共生。和諧就像唱歌，雖然是

二部合唱、四部合唱，聲音的高低強弱，樂器的節拍快慢，一定要互相配合，才能演唱出優

美的樂聲。我們國際佛光會倡導「三好運動」，身要做好事，口要說好話，心要存好念，每

個人身、口、意都善美、淨化，就能與宇宙萬物和諧。所謂「心淨則國土淨」，心理能夠淨

化，社會自然就能美化，而呈現一片清淨、祥和的風氣了。 

五、除了「貪」以外，現代人為了滿足口腹之欲，毫無節制的濫捕濫殺，使得許多珍奇動物

面臨絕種的危機，間接造成嚴重的生態破壞。甚至根據一項報告指出，以目前人類消耗

自然資源的速度，和全球人口增長速度來測算，再過五十年可能需要兩個地球才能滿足

人類對自然資源的需求。這項警訊意味著，我們已面臨嚴重的能源危機問題。請問大師，

如何宣導戒殺護生、節約能源等觀念，以挽救人類未來的危機呢？ 

答：剛剛提到，再過五十年，這個地球的資源就會被我們用完。想一想，現在出生的孩

子，到了五十歲就沒東西可用，需要第二個地球了；第二個地球在哪裡？繼續耗費下去，第

三個地球又在哪裡呢？我覺得美國執政當局很愛護自己的國家，他們現在到國外買汽油、石

油，自己國家的石油則留著以備不時之需，或將來能源匱乏時才用。當然最終還是會取用完。 

我覺得人類實在辜負宇宙萬物，對地球的剝削更是過分，例如一頭牛活著時，為我們耕

田犁地，負重載物，又提供牛奶給大家喝，到最後年老力衰，沒奶了，我們又吃牠的肉，還

用牠的皮做皮鞋、皮帶，總之，對牠榨取得一點也不剩。有時想想人類真的很自私！所以環

保首先要尊重生命，環保是對地球的愛護，護生是對生命的重視。我們總自認人類是萬物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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靈，其他動物都是應該給我們吃的，假如現在有一隻老虎、獅子吃了人，或許他也會說這個

人應該給我們老虎、獅子吃的，這個道理是相通的，不是嗎？ 

曾經有人說：「人類的平均壽命越來越長，大自然的壽命越來越短。」因為人的保健有

方，加上欲望無盡，大自然的資源卻有限有量。根據台灣大學「全球變遷研究中心」的研究

統計，地球承載六十五億的人口，在人類無節制的揮霍下，大氣二氧化碳濃度每年增加一個

ppm（用來評估水或空氣中物質含量的單位），森林面積每年少一個南韓，地球生物每年絕

滅兩萬七千個種，每秒鐘消耗一千桶原油…… 

過去曾發生過全球性的能源危機，當時大家都很恐慌，但是僥倖度過之後，難保以後就

不會再有能源危機嗎？一般家庭、企業公司都會有經濟開銷，都有所謂的財務預算，也懂得

「開源節流」的重要。所謂「開源節流」，不一定只限於金錢、物資，其實人心之貪瞋癡，

才是造成生態破壞、能源危機的主要原因。 

所以，我認為開源節流應該「開佛法之源」。佛法就是我們的源頭，有佛法就有慈悲，

就有智慧。一個人即使物質生活欠缺，只要他有慈悲、有智慧，生命就會變得充實、富有，

也要開發我們的慚愧心、感恩心、歡喜心、感動的心，和勤勞、誠實等美德。如果人人都有

佛法，都能點亮信仰的燈，開啟心中的真如佛性，就不會盲目挖掘外在資源，做出損人損物

又不利己的事了。 

節流，節什麼流？要節省我們的用錢，節制我們的貪心。我一生自覺自己不要錢，也不

好買；因為我不要錢，不好買，所以才有錢建設佛光山，建設世界。我「以無為有」，淡泊

是我的節流，愛惜時間是我的節流，每一個信徒的發心，我都珍惜它、寶貴它，這就是我的

節流。 

很微妙的，世界上注重環保、注重心靈修行的，大多是一些貧苦大眾，他們總是節約能

源，不敢輕易浪費，而最浪費能源的人大都是一些富有的人，他們用錢不在乎，既不惜福也

不環保。 

所謂「一寸光陰一寸金，寸金難買寸光陰」。古人常提醒我們要愛惜光陰，因為珍惜時

間，就是愛惜生命。雖然我們永恆的生命不會死，但是，這一期的生命死了以後，下一期的

生命究竟是什麼？誰也不知道；既然不知道，就不用多妄想、多計較，將這一期的生命好好

愛惜，好好運用，才是最重要！ 

愛護地球，除了建立節約能源的觀念，也要愛惜其他的生命。據說在加拿大，釣魚的人

如果釣到的魚沒有一尺以上，要把牠再放回去，讓牠繼續活命、生長；在澳洲，規定每天只

准釣幾條魚，多了就要受罰，這也是環保的觀念。反觀台灣，常常釣魚不夠，還要趕盡殺絕

的電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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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使像放生這種好事，實行到後來也往往成為不當的行為。例如為了自己過生日，特地

叫商人去捕魚、抓鳥來放生，結果在一抓、一放之間，動物已死去不少；有的動物放生之後

適應不良，也會陸續死去。甚至有人到南美洲，帶了很多食人魚到台灣放生，也有人到佛光

山放毒蛇、烏龜、流浪貓、流浪狗等，都是放生卻致死，且破壞生態平衡的行為。 

其實最好的放生就是「放人」，能給人因緣、幫助別人，讓許多人得到幸福，以及孝順

父母、敦睦鄰里、對人尊敬等等，都是「戒殺護生」最究竟的環保護生。 

六、確實，每一個人都須建立正確的環保觀念。接著請問大師，我們如何在生活中隨手做好

環保，以期讓我們的地球逐漸恢復原來完整的面貌，讓大家都能保有優良、健康的生活

品質呢？請大師為我們開示。 

答：環保應該從每一個人的日常生活做起，我覺得過去的佛教叢林非常重視環保，出家

人的生活也很簡單，所謂「衣單二斤半，洗臉兩把半，吃飯四句偈，過堂五觀想」，即是指

學道者所擁有的衣物，加起來只能有二斤半重；洗臉所使用的水，剛好可以弄濕兩次臉，可

說極盡儉樸；吃飯前要合掌念四句偈，並且要食存五觀，不貪口味，不揀擇食物的好壞粗細，

只是為辦道修業才接受供養。 

佛門的觀念認為東西越少越好，出門、搬家才不麻煩；飲食吃得少，腸胃沒負擔，身體

才會健康。如清末民初的高僧弘一大師，他的生活就非常儉樸，一條毛巾用了三、五年，已

破爛了，他還說可以再用一段時期；中國大陸寒冷，他一頂帽子戴了二十、三十年，仍捨不

得替換。另外，唐代法常禪師，在大梅山下，築有一間簡陋茅蓬，四周翠松環抱，寧靜安詳。

他寫下一首膾炙人口的詩偈：「一池荷葉衣無盡，數樹松花食有餘。剛被世人知住處，又移

茅舍入深居。」他於深山無人居住處，以荷葉為美衣，以松子為佳餚，以雲巖為居處，以糜

鹿為伴侶，不求名聞利養，只恬淡度日，隨緣度眾；這不就是簡單的環保生活嗎？ 

一個人用得太多，不一定很好。例如，幾十年前我們看報紙，一份報紙只有兩張半，後

來增加到三張，覺得滿快樂的，但是到現在暴增到一份有十幾張，就覺得很苦惱，因為看不

完那麼多啊！過去電視只有三台可看，現在有超過一百多家電視台，轉到最後，乾脆不看。

我們平日使用的東西，如果少一點，思想也會變得清明單純，例如不花太多時間看電視，省

下來的時間可以用在讀書、思考或親近大自然，我覺得這不但對萬物是環保愛護，對自己也

是一種「心靈環保」。 

常有信眾誇我很聰明，我認為我的聰明是從「惜字紙」而來。記得在叢林受教時，一張

紙不僅兩面都會利用，連字裡行間的空白處也會擠上幾個字，有時還會用色筆在紙上再寫上

一遍，除非到真沒有辦法分辨時，才會不捨的丟棄，我確信自己是積了此福報才開智慧變聰

明的。所以說，惜福可從「回收廢紙」開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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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常生活中，隨手一揉，都是在浪費大地資源，在不可避免的消耗下，積極配合「廢紙

回收」，讓可用的資源再生，即是一件功德。根據統計，種一棵樹要花十年的時間，砍一棵

樹卻只要幾分鐘；嬰兒從出生到二歲，所用的紙尿布，必須用掉二十棵樹；每回收一噸廢紙，

可以少砍高八公尺、直徑十四公分的原木二十棵；印刷品採用再生紙，每月可以少砍約四十

萬棵原木。因此，回收廢紙製成再生紙，以循環利用，除了可以減少砍樹量，亦可間接救水

源。 

除了資源回收，其他在生活中能落實環保的，例如： 

‧吃的、用的適度即可，多買不用便成垃圾。 

‧多用瓷杯、環保碗，少用紙杯及免洗餐具。 

‧洗澡不用盆浴，採淋浴方式。 

‧不隨手亂扔東西，減少製造垃圾。 

‧家中照明設備改換成省電燈泡，並養成隨手關燈的習慣。 

‧調高冷暖氣的自動開啟溫度。 

‧回收看過的報紙及機油。 

‧買菜或買雜貨時，帶自己的背袋或購物袋，並選擇較少包裝的物品。 

‧把車子保養好，不讓它冒黑煙。 

‧經常檢查車胎，因為充氣不足的車胎容易壞又耗油。 

‧開車時，儘量少開冷氣。汽車冷氣是大氣層裡氟氯碳化合物的來源之一。 

‧多走路、多騎腳踏車。 

‧少開車，儘量利用公共交通工具；推行「高乘載」運動。  

‧購買可回收材料製成的器材和文具。 

‧減少肉食，因為生產穀類、蔬菜、水果所需的資源，是生產肉類的五％；為了資源保

育，儘可能多吃素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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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日本有位環保大臣，提議男性上班不要穿西裝，因為穿了西裝，到哪裡都要吹冷氣，

很浪費能源。可見大家都警覺到能源有限，不能再任意浪費。如果每個人都具備環保意識，

並如前面所言於生活中確切落實，我想地球會逐漸養息，逐漸恢復原貌，我們也可以擁有優

良健康的生活品質。 

七、我們知道，大師創辦的佛光大學，除了發起「百萬人興學」，還有不少信徒以「資源回

收」所得來建大學。這件事情很有教育意義，也很令人感動，我們想要進一步瞭解，能

否請大師開示？ 

答：佛光山開山四十年了，記得過去許多人來佛光山參觀，離開後常常留下不少垃圾、

廢物，因為垃圾不能隨便丟棄，我們請鄉公所來處理，鄉公所說一個月要收一百多萬元。我

心想遊客來佛光山留下的這些垃圾丟棄品，竟然要花費一百多萬的處理費！實在划不來。於

是我叫兩位職事發心做垃圾分類，然後賣給有關的機構作廢物再利用，一直到現在，我們不

但不用給鄉公所一百多萬元，「資源回收」所得，一個月平均約有三十萬元左右呢！ 

說到佛光大學，剛開始我們發起「百萬人興學運動」，就是一個人一百元，如此集合一

百萬人的發心和力量，一年就能有幾千萬，大家一起來辦大學。實在很感謝台灣社會大眾的

支持，當然這些錢是不夠的，創建大學不容易，硬體、軟體各方面的開支都是非常龐大的。 

為了籌募佛光大學建校基金，很多人省吃儉用，開著資源回收車，去回收一卡車破舊的

壞東西（整車可能賣不到多少錢），但是他們就這樣慢慢地累積。我記得有位太太每天作義

工，參與資源回收，花費了時間、體力，衣服也弄得髒兮兮的。她那身分地位很高的先生心

中非常不滿，問她每天出去像一條龍，回來就像一條蟲，到底在做些什麼？這位太太就叫先

生一起來參加，剛開始先生很勉強，跟著做了幾次資源回收之後，他明白這是很有意義的事，

也做出興趣來了。現在夫妻兩人都成了佛光大學資源回收最得力的幹部。 

另外，佛光山在台灣中部有一間道場，名為「福山寺」，這是信徒們整整花了十年累積

資源回收的款項蓋成的。當初任職當地的法師帶著信徒，在大街小巷設置回收點，不眠不休

地從事回收工作。雖然資源回收所得不多，但是聚沙成塔，也一點一滴累積成建寺經費。這

是我們善用環保建起來的寺院，原本打算取名為「環保寺」，後來想想寺院的名稱要有久遠

性，還是叫「福山寺」，也符合環保是有「福報如山」之意。 

日本有位禪師，他盛了一桶水給師父洗腳。師父沒用完，他就把水隨意一倒，師父呵斥

他：「你怎麼如此糟蹋萬物的價值！一滴水，可以救活生命；一滴水，可以滋潤枯渴；一滴

水，可以成為海洋；一滴水，可以流於無限。你怎麼可以輕易浪費掉呢？」聽了師父的訓誨，

禪師汗流浹背；為了記取師父的教誨，他改名為「滴水」，以誌不忘。古訓：「一粥一飯，

當思來處不易；一絲一縷，恆念物力維艱。」世間上，點滴都是因緣，怎能不珍惜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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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源回收」本身就是一種惜福、環保的行為；以資源回收所得用來建寺院、建大學，

更具修福修慧的雙重意義。我覺得不管是哪一種環保，都必須從教育下手、從觀念上改變，

然後自己身體力行，不斷地倡導環保運動；環保是一個長期的運動，是一個長期的教育，希

望我們大家共同勉勵。 

八、佛教言「三界唯心，萬法唯識」。大師也曾開示指出，我們的心有如工廠，工廠的設備

好，則運作正常，產品優良；設備不好，不但產品劣質，連帶破壞空氣、水源，造成環

境污染。請問大師，為了美化身心，我們應當如何做好心靈的環保呢？ 

答：一個人要活出高尚的生活品質，首先必須做好「心靈環保」，也就是要「淨化心靈」。

《維摩經‧佛國品》說：「若菩薩欲得淨土，當淨其心；隨其心淨，則佛土淨。」即是說國

土的清淨，主要取決於心的清淨。因此，除了注重地球上的環保工作外，內心的環保淨化更

為重要。平常貪欲、瞋恨、嫉妒、邪見等盤踞我們的內心，污濁我們的心靈，所以我們要把

心內的貪欲心改成喜捨心、瞋恨心改成慈悲心、嫉妒心改成包容心、懷恨心改成尊重心，只

要能將內心的惡念一改，所見所聞所接觸的事立刻就不一樣了。 

如何才能把心中的垢穢清理乾淨呢？所謂「工欲善其事，必先利其器」，平時我們掃地

要有掃把，洗衣服要有清潔劑，甚至打仗也要有精良的武器，同樣的，要做好心靈環保，也

要有工具、武器。如正見、正信、慈悲、智慧、忍耐、勤勞、友愛、奉獻、犧牲、慚愧、懺

悔等，有了這些工具，心靈就能清朗乾淨，就能打敗心中的煩惱魔軍，而所向披靡，攻無不

克了。 

一九九二年，佛光山為提倡環保，在一年一度的信徒香會中，特別舉辦「佛光山信徒身

心環保淨化法會」，讓大家共同響應身心環保淨化運動，希望從內心的清淨，來影響心外世

界，使之淨化。在活動中，我提出力行身心環保的十二大德目： 

(一)口中輕聲，不製造噪音。  (二)地上清潔，不亂丟垃圾。 

(三)手裡禁煙，不污染空氣。  (四)身心莊嚴，不行動粗暴。 

(五)行動禮讓，不侵犯他人。  (六)面上微笑，不出現兇相。 

(七)口中軟語，不出現惡言。  (八)大家守法，不要求特權。 

(九)人人守紀，不違犯綱常。  (十)開支節儉，不任意浪費。 

(十一)生活踏實，不空蕩虛浮。 (十二)凡事善心，不孳生歹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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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個人做好心靈環保，從自己「身心淨化」中建設「淨土」，之後再把淨土落實在人間，

才是最好的社會環保，諸如： 

‧實踐眼耳鼻舌身的淨土：眼露慈光、誠懇傾聽、常說愛語、對人關懷、鼓勵慰勉、隨

手幫助等，就是六根的淨土。 

‧實踐行住坐臥的淨土：舉止端莊、行儀穩重、起居有時、進退有據，一切合乎律儀，

就是行住坐臥的淨土。 

‧實踐人際間和諧的淨土：與人交往，熱忱主動，講話幽默，待人有禮，常存體諒，心

懷感恩，人際和諧，當下淨土就在人我之間。 

‧實踐居家環境的淨土：居家環境，保持寧靜、整潔，懂得布置、美化，就是居家的淨

土。 

‧實踐思想見解上的淨土：積極樂觀，凡事往好處想，不偏激、不消極、不悲觀，具正

知正見，常想真善美的好人、好事，如此自能從思想上建立

淨土。 

總之，只要人人心中有佛，聽到的都是佛的聲音；心中有佛，說的話都是佛的語言；心

中有佛，所做的都是慈悲的事情。那麼，即使生長在污濁的娑婆世界，也能做好心靈環保，

並進而營建一個清淨的國土。 

九、大師曾說，佛教是個重視環保的宗教，可否請大師為我們開示，佛教在經典、教理上，

對於環境維護、生態保育方面有一些什麼樣的觀念？ 

答：佛教是一個很有環保意識的宗教，佛教主張不僅對人要有愛心，對山河大地也要愛

護，所謂「大地眾生，皆有佛性」、「情與無情，同圓種智」。佛教的環保思想，起源於釋

迦牟尼佛對「緣起」的覺悟，他認為世間萬物都是眾緣和合所生，都有著相互依存的關係。

例如在生活中，我們離不開陽光、空氣、水等資源，《毘尼母經》卷五中，佛陀就明示：「若

比丘為三寶種三種樹：一者、果樹；二者、花樹；三者、葉樹：此但有福無過。」在《雜阿

含經》裡，佛陀也說：「種植園果故，林樹蔭清涼，橋船以濟度，造作福德舍。穿井供渴乏，

客舍給行旅，如此之功德，日夜常增長。」種植華果樹木，除了美化環境，更能淨化空氣，

保護水源和大地，是利人利物的大功德。 

阿彌陀佛是佛教有名的環保專家，他在因地修行時，發四十八大願，為建設清淨安樂的

世界，歷經久遠時日，成就了零污染的西方極樂世界，那裡的建設是黃金鋪地、七寶樓閣、

八功德水，房屋、樹木、花草、公共設施都非常美好。淨土中只有公益沒有公害，只有美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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沒有髒亂。尤其在淨土世界裡，沒有三惡道的眾生，都是持守淨戒的善人，沒有空氣、水源、

噪音、暴力、毒氣、核能等各種的污染，氣候清爽宜人，人人身心健全，壽命無量，是徹底

推行環境保護的最佳典範。其他如藥師佛的琉璃淨土、彌勒佛的兜率淨土，以及三世諸佛的

清淨國土，無不是規畫完善的美好居處。 

當前環保的問題有內在的心靈環保及外在的生態環保，心靈環保要靠大家淨化自己的

貪、瞋、癡三毒；生態的環保，比方自然界的保育、空氣的淨化、水源的清潔、噪音的防止、

垃圾的處理及輻射的防止等，則須靠大眾的力量來共同維護。在此方面，佛教主張： 

(一)護生：護生，可以長養慈悲心。現代的人，不論是天上飛禽、地下走獸，或海洋生物，

無一不食。任意殺生，不但污染心靈，增加暴戾之氣，也會破壞自然生態。佛教提倡不殺生

而積極護生，戒殺護生，就是對一切有情生命的尊重，所以佛教的戒律對於動物的保護，有

著積極的慈悲思想。《六度集經》記載，佛陀在過去世為鹿王時，曾代替母鹿捨身，感動國

王制定動物保護區，禁止獵殺；阿育王廣植樹林，庇蔭眾生，設立動物醫院，規定宮廷御廚

不得殺生，凡此都是佛教對於「野生動物保育法」的示範。 

護生就是保護自然生態，不單是動物的保護，即使是一株草、一棵樹，都必須加以培植、

愛護，因為他們對空氣的淨化和水源的保護，都有不可忽視的功用。甚至護生不只限於動物

與植物，大自山河大地，小至日常生活的用品，無一不是我們愛護的對象。 

(二)惜福：愛物惜福，本是生活的美德，但是現代社會，物質豐裕，許多人已習慣奢侈浪

費，飲食日用無節制，或任意糟蹋丟棄，暴殄天物，不知惜福。有一個故事說，有位富翁，

家財萬貫，生活奢華，常常將米粒丟棄在水溝裡。有位節儉的出家人，每天從水溝裡將這些

米粒撿起來曬乾，並加以儲存。後來遇到飢荒，富翁淪為乞丐，這位出家人便以富翁過去丟

棄的米粒施捨給他，富翁知道後，覺得非常慚愧。 

這個故事告訴我們應該「當得有日思無日，莫待無時思有時」。時時提醒自己要勤儉惜

福。佛門中，一切日常所需都是檀越所供養。《僧祇律》說：「皆是信心檀越減損口腹，為

求福故，布施我等，所謂檀信脂膏，行人血汗，若無修行，粒米難消。」因此，古來祖師大

德總是提醒弟子，應當心存感恩與惜福的心。 

有道是「隻字必惜，貴之根也；粒米必珍，富之源也；片言必謹，福之基也；微命必護，

壽之本也」。滴水如金，絲縷似銀。世間上無論什麼東西，都是來之不易，因此要懂得珍惜。

乃至金錢、時間、感情，都要愛惜。生活中能減少一點浪費，減少過度消耗，就是愛惜自己

的福報。更進一步，我覺得不論與我有關、無關的事物，也要愛惜它、祝福它。像南美洲那

麼遠的地方，如果地動山搖、經濟恐慌，必定也會影響到我們；巴西的森林，如果遭砍伐破

壞，也會波及全地球的人類，所以萬事萬物都要珍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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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教認為環保觀念的建立，應從人心開始，一般的環保是心外的，心中的清淨才是最大

的環保。因此，國際佛光會一直積極投入淨化人心、教化社會的工作，如過去宣導「七誡運

動」，呼籲大家一起「把心找回來」，同時透過環保認知與實際參與，舉辦植樹救水源、保

護野生動物、賑災送溫暖、友愛服務、雲水義診等，這些都是有益世道人心，達到環保功效

的事業、活動。 

十、原來佛教的阿彌陀佛等都是偉大的環保專家！請問大師，除了諸佛以外，佛教歷代的祖

師大德們，對於環保護生是否也有什麼具體的貢獻呢？ 

答：過去一般人認為佛教只會教人唸經、吃素，對社會沒有貢獻，更遑論有先進的環保

思想。其實在世界各國尚未實踐環保計畫前，佛教早已領先實踐環保工作；自古佛教對生態

環境，就極為重視和保護，也有著深遠的影響。 

自古「深山藏古寺」，佛教歷史上，許多高僧大德在胼手胝足開山建寺同時，也把荒山

禿嶺植上各種樹木，成為綠蔭蔽天，青翠蓊鬱的森林，對水土保持的貢獻很大。除了維護山

林，也常整治河川、修橋鋪路、珍惜資源，並於講經說法時，勸導大眾護生放生，提倡素食，

培養大眾惜福的觀念，所以每位僧侶都可說是環保專家。如泗州開元寺明遠法師，種植松、

杉、楠、檜等數萬株，免除了淮水與泗水的氾濫。又如東都洛陽道遇法師，勸化善款，消除

黃河龍門天險的水患。 

唐代百丈禪師在江西百丈山墾山闢田，自立禪院，倡導「一日不作，一日不食」；他的

弟子，開創黃檗山的希運禪師也是植樹栽松，勤於作務；後唐象山縣壽聖禪院住持永淨法師，

曾經開田三百畝，植松十萬餘株，對地方的水土保持貢獻很大。唐代南嶽玄泰上座，曾因衡

山多被山民斬木燒山種田，危害甚鉅，於是作〈畬山謠〉，遠近傳播，上達於朝廷，而使皇

帝下詔禁止燒山。唐代景岑和尚住在湖南長沙山，因山中松竹常遭人破壞，作了一首〈誡人

斫松竹偈〉，以保護山林。 

也有許多不為人知的禪僧、雲水僧，到處遊方，與大自然為伍，見山地行路困難，就自

持鐵器，開闢山坡道路，方便路人行走，默默實踐利他的菩薩行。自古以來，僧侶植樹、護

林的善舉實在不勝枚舉。 

另外，《梵網經》菩薩戒云：「若見世人殺畜生時，應方便救護，解其苦難，常教化講

說菩薩戒，救度眾生。」佛教的戒律思想，對動物的保護，有著積極的、平等的慈悲救濟觀

念。如禪宗六祖惠能大師出家前，曾於獵人群中隱居十五年，他時常伺機將獵人捕獲的動物

放生。永明延壽禪師任華亭鎮將時，不時買魚蝦等物放生，有一次因手邊無錢，先暫借公款，

事發後，被判處死刑，他坦然表示動用庫錢純為護生，自己並未私用一文，而獲無罪釋放。 



《普門學報》第 34 期 / 2006 年 7 月                                               第 16 頁，共 19 頁 

當代問題座談紀實 / 佛教對「環保問題」的看法 

ISSN：1609-476X 
 
 

 
普門學報社出版 地址：84049 台灣高雄縣大樹鄉佛光山普門學報社 電話：07-6561921 轉 1291、1292 傳真：07-6565774  E-mail：ugbj@fgs.org.tw  

蓮池大師居雲棲山時，山裡猛虎為患，他廣為村民誦經祈福，施食迴向，由於至誠所感，

長年虎患竟然得以平息，從此村民將蓮池奉為聖靈。他也在雲棲山中設立放生處所，專門救

贖飛禽走獸，並命眾僧減省口糧以蓄養牠們，每年約需米粟二百石，並定期為牠們宣說警策

法語。蓮池極力禁戒殺生，提倡放生，著有〈戒殺放生文〉警誡世人莫濫殺無辜，隋朝智者

大師曾居住在南方沿海一帶，他每天看著漁民撒網數百餘里，濫捕無數魚蝦，心中不忍，便

以信徒供養的功德款，購買海曲之地闢為放生池。其他，像惠意法師以鉢中食物惠養群鼠；

晉朝僧群禪師「寧渴而死，不趕擋道的折翅鴨子」；智凱法師不嫌污穢，收養許多流浪狗，

以及智舜的「割耳救雉」等，都是讓人尊敬的護生行為。另外，近現代的佛教居士豐子愷著

有《護生畫集》，內容除戒殺、護生、善行之外，並彰顯因果報應，互助互愛的精神。他把

佛教的慈悲具體表現出來，讓許多人因看了護生畫而棄葷茹素。 

當初佛陀唯恐雨季期間外出，會踩殺地面蟲類及草樹新芽，所以訂立結夏安居的制度；

佛教寺院為鳥獸締造良好的生存環境，所以不濫砍樹木，不亂摘花果，凡此均與今日護生團

體的宗旨、措施不謀而合。而梁武帝頒令禁屠之詔，阿育王立碑明令保護動物，則是國家政

府基於佛教「無緣大慈，同體大悲」的精神，大力提倡愛護動物的濫觴。 

隨著自然環境的惡化，野生動物日益減少，生態均衡受到嚴重破壞。近幾十年來，有心

之士紛紛奮起，疾呼環保的重要性。「環保」這個名詞，在古時候雖未曾有，但是從僧侶們

的所言所行，可以說都是在實踐環保的工作。 

十一、過去常聽到「以自然為師」、「與大自然和平共存」的觀念。大師在國際佛光會的主

題演說中，也曾談過「自然與生命」、「同體與共生」，可見大師對大地萬物、宇宙

一切生命的珍惜和尊重。能否請大師開示，我們應該如何與大自然同體共生？ 

答：「同體共生」是現在這個時代，也是這個世界最開明、最美好的思想。所謂「同體

共生」，就是要大家「同中存異、異中求同」，彼此包容、彼此尊重，就如人體的五官，要

相互共生，才能共存。好比耳朵和眼睛，一個負責看，一個負責聽，彼此分工合作，才能共

同生存。如果耳朵嫉妒眼睛，沒有眼睛看，走路就會有跌入山谷的危險；眼睛如果討厭鼻子，

沒有鼻子來呼吸，可能就會一命嗚呼。 

因此，佛教講眾緣和合，緣起是宇宙人生不變的真理，是因果的普遍法則，一切法的存

在，是因緣而起的。《中論》說：「未曾有一法，不從因緣生。」這是說明宇宙萬有，沒有

任何一個事物能夠獨立存在，包括現象界的有情與無情，都是因緣和合所生。《業報差別經》

即言：「若有眾生，於十惡業多修習故，感諸外物，悉不具足。何等為十？一者、以其殺生

業故，令諸外報大地鹹鹵，藥草無力；二者、以其偷盜業故，感外霜雹、螽蝗蟲等，令世饑

饉；三者、以其邪淫業故，感惡風雨及諸塵埃；四者、以其妄語業故，感生外物皆悉臭穢。」

由此可知，我們如果造了殺生、偷盜、邪淫、妄語、綺語、兩舌、惡口、貪欲、瞋恚、邪見

等十惡業，不但危害自己和別人的身心世界，也危害器世間的國土世界。相反地，行十善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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則可改善生態環境惡化的共業。因此，從人類與動植物的互動關係來看，不論人與人、人與

動物、人與礦植物等，莫不息息相關，這就是所謂「同體與共生」的理念。 

佛教認為自然界的林林總總，萬事萬物的生滅變化，總離不開物質與精神的「色、心」

二法。從小至一麻一麥、一微塵一心念，大至山河大地、須彌法界，總不出色心的範圍。自

然界的一切物質，都是由一種或多種物質所構成的，其存在的理則也是相互關係條件的配合，

例如颶風、雷電、火山爆發、地震和冰川等自然力量，會造成許多傷害，但是在其他方面，

它們也為大地和人類增加許多養分。 

以閃電為例，雷電會造成人類、動物傷亡及財物損失，並引起森林大火。可是從另一個

角度來看，如果沒有閃電，植物的生存就會受到影響。因為氮是植物的主要食糧，但是地球

大氣中的氮不能溶解於水，對植物毫無用處，必須經過某種變化後，才能被植物吸收。閃電

能觸發這種氮元素的化學變化，使氣體狀態的氮溶於水，變為植物可吸收的氮。假如沒有閃

電，就沒有水溶性的氮，緊接著樹木的生長就受到阻礙，人類的生存也會受到影響，因為我

們呼吸的空氣，是綠色植物將陽光、二氧化碳和水轉化為食物，並且補充空氣中的氧，而提

供給我們人類的。 

雖然這只是大自然界中的一個例子，但也充分說明大地萬物都是同體共生，都是相依相

待，相互關係的生存。如《增一阿含經》所言：「猶如鑽木求火，以前有對，然後火生；火

亦不從木出，亦不離木。若復有人劈木求火，亦不能得，皆由因緣會合，然後有火。」自然

界一切事物和現象的生起與變化，都有相對的互存關係及條件，沒有永恆固定不變的自體。

緣起的理則甚深，譬如因陀羅網交錯反映，重重影現，微妙而錯綜複雜。 

惠能大師言：「一切萬法不離自性」，這真如自性是萬有的根源，是自然界的本體。僧

肇大師說：「天地與我同根，萬物與我同體。」凡人總是以見聞覺知來看大自然，但是我們

不要忘了，我們本自具足的真如自性能與大自然界互相感應。 

自然，就是人心，就是真理，就是天命，就是宇宙的綱常。唐朝太守李翱聽說藥山禪師

是大名鼎鼎的高僧，很想見一見他的廬山真面目。在一個山頭的松樹下，李翱找到正在禪坐

的藥山禪師，十分恭敬地請求開示，藥山禪師卻睬都不睬，李翱等了許久，終於忍不住說：

「真是聞名不如見面！」說完，正要離開，藥山禪師忽然開口迸出一句：「你何必貴耳賤目

呢！」李翱一聽，頗為窘迫，於是問禪師何為「道」，藥山禪師就一手指天，一手指著身旁

瓶子的水，說「雲在青天水在瓶」。李翱當場疑團盡釋，寫了一首偈：「練得身形似鶴形，

千株松下兩函經；我來問道無餘說，雲在青天水在瓶。」 

一般人之所以有種種痛苦的產生，是由於與大自然界的人、事、物、境處於對立、不能

調和的狀態。大自然，一以言之就是「道」，如雲在青天，卷舒自如；如水在瓶中，恬靜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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澈。世間事也是一樣，合乎自然，就有生命；合乎自然，就能成長；合乎自然，就會形成；

合乎自然，就是善美。 

如果我們能奉行佛法，藉大自然的景物而認識自家的真實面目；或因我們真如自性的本

體，而賦予山河大地真實永恆的生命，體悟自他不二、凡聖一如、物我一體、心境合一的道

理，就會細心守護大自然，與大自然和平共存，而時時有著「我見青山多嫵媚，料青山見我

應如是」的美好情境了！ 

十二、所謂「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今日舉世面臨嚴重的環保問題，其實並非一夕造成，

許多科學家早有預警，可惜大家置若罔聞。現在大家終於意識到環保的重要，不少環

保人士也一再奔走、呼籲。最後再請問大師，在此時刻，我們應該如何具體的來共同

參與、響應環保運動呢？ 

答：每年到了四月二十二日，總見全球各地展開「地球日」的各種慶祝活動。環保團體

大聲疾呼「保護地球」，政治人物、企業界則虛應故事的回應幾聲，一日過後就消聲匿跡；

難道我們對地球就只是「一日環保」？ 

要具體響應、參與環保運動，首先每個人必須具有環保的觀念，養成環保的習慣，平時

講說環保的語言，例如多說好話，促進社會和諧等。此外，舉辦環保會議，舉行環保講座，

撰寫環保文章，獎勵環保人士等，都能喚醒和激勵人們的環保意識。尤其要如前面提到的像

「美國歐巴桑」、「德國老公公」那般「多管閒事」，將周圍環境乃至整個國家、地球，都

視為「生命共同體」來愛惜，能如此，必定績效顯著。  

總之，環保要靠大家一起來，而且最重要的是，人人應該從日常生活中力行環保生活，

例如：日出而做，日落而息，生活有規律，吃的、用的要適可而止，多了不用就是浪費。平

時多到郊外去接受自然的空氣，不要一天到晚待在家中吹冷氣、看電視，不但費電，而且無

益身體健康。 

再者，為了拯救地球，我們必須減低污染，避免使用容易造成污染的產品，如塑膠袋、

保麗龍和含鉛的汽油等，其中尤以塑膠造成的公害最大。塑膠本身是一種化學合成物，使用

時即潛藏危機，用來裝盛食物，在高溫時，聚合劑的析出，容易造成食物中毒，導致肝癌和

昏睡等病症；使用過後，因其已非大自然的一份子，無法自然分解、腐化，以火焚燒，還會

產生致癌的氯化氫毒，用土掩埋則萬年不腐。因此，有識之士選用家庭器具用品時，應當少

用塑膠製品，儘量選用可回收再利用的製品。 

其他具體響應環保運動，我們在生活中可以力行的，除了前面所言的家庭用水、用電要

節約；不浪費消耗性的物品，如衛生紙等。我們購物時，要購買耐久而非隨手可丟棄的物品，

如陶製茶杯、餐具，可換刀片的刮鬍刀；家庭用品可以到批發商大批購買，或買大箱的洗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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粉、濃縮可稀釋的洗潔精，儘量減少包裝的浪費；優先選用可回收的玻璃和金屬容器；組織

請願團，要求當地商店、超級市場減少包裝及塑膠品的使用等等。 

工作上，儘可能回收辦公室的丟棄物，如信件、便條紙、影印紙、報紙、紙箱、鋁罐、

玻璃瓶罐、塑膠、X 光片、電池、鐵絲、鉛、鐵、銅器……利用電子郵遞以取代信紙，公告

或便箋儘可能採傳閱方式，減少複印數量，文件儘量兩面複印，以及捐贈廢棄的家具、辦公

設備給需要的機構等，都是一種實際的環保行動。 

水，是生命不可缺少的養分，但是飲用水的安全性已是全球嚴重的問題。其實，地下水

的污染大都來自於人類的活動，這些活動包括垃圾掩埋、農作及草地維護、化糞池、地下水

池、意外外洩等。除了工業界，家庭的許多清潔劑如：水槽、浴廁之清潔劑，去污劑、除油

劑、去漆劑等，也都含有污染性的化學品。有些化學殘留物進入地下水，流入飲用水井、廚

房水龍頭；有些化學殘留物連同泥砂被沖蝕到河川，為河流中的幼蟲、魚類食用，魚類再被

其他動物和人類果腹。於是，我們人類製造污染，也自食惡果，接受食物鏈的殘害。所以，

關心水資源，我們應儘量減少清潔劑、殺蟲劑的使用。 

雖然在一九九六年全世界就已禁止使用氟氯碳化物，但是，大概要等到一百年，大氣層

中的氟氯碳化物才會消失。為了拯救臭氧層，不讓它繼續惡化，我們要避免購買含氟氯碳化

物的物品，如保麗龍餐具及其他製品；汽車、冰箱、冷氣也都含有氟氯碳化物，要時常檢查

是否有洩漏。 

現今，全世界環保團體無不致力於環境維護與生態平衡，凡為「地球村」的成員，都有

責任關心「地球村」的永續生存。我們人類使用地球，但並不是擁有整個地球，在一百五十

年前，美國一位印第安酋長西雅圖，就說了一句震撼世界的名言：「地球不屬於我們，我們

屬於地球；我們人類只是蜘蛛網中的一絲一縷罷了。」佛法也明示情與無情都是「此有故彼

有，此無故彼無」的同體共生關係。在遷流不息的轉變中，即使極小的塵埃都與環境有微妙

的關係，我們對於內心的塵垢，固然要努力消除、轉化，對於外在的污染，也應喚起群體意

識，力行環保，才能重新再建一個身心、內外都清淨美好的世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