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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今日全球的「生態危機」或所謂人類工業科技商業活動，造成人為的氣候巨變，
生態失衡的危機，已經成為愈來愈重要的生存議題。本文將以道家的生態哲學觀，來
探討老子在《道德經》二十五章中：
「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中的「道
法自然」的精神，來論述道家的哲學，如何能與今日的「生態哲學」有互為補助的可
能。並希望能提供一些對人類今日面對生態危機時的生存之道有所參考的價值。

(一)：道法自然的天人合一觀
相對於儒家敬「天」的終極關懷，道家的代表人物老子，似乎並不把「天」看成
有意志的主體，老子認為天、地作育「人」與「萬物」
，似乎並沒有任何是、非、利、
害，所以老子說：
天地不仁，以萬物為芻狗；聖人不仁，以百姓為芻狗。天地之間，其猶橐籥乎？
虛而不屈，動而愈出。多言數窮，不如守中。1
老子又說：
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寂兮寥兮，獨立不改，周行而不殆，可以為天下母。吾不
知其名，字之曰道，強為之名曰大。大曰逝，逝曰遠，遠曰反。故道大，天大，
地大，王亦大。域中有四大，而王居其一焉。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
然。2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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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德經》
，第 5 章。
《道德經》
，第 25 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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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道」法「自然」的這個「自然」
，是指效法「自然曲全」的一種整體的「自
然生態觀」。
這裡的「自然」是指一種「自然而本來如此」。換句話說；「自然」實際上也是一
種「和諧」的關係。老子認為，天地自然萬物，以及人類的生活方式，都要效法自然
之「道」。也就是指要遵循「和諧的原則」。所以；「和諧」是宇宙間，萬物與「自然」
能相互的和諧共生，則就能效法「道法自然」的生態哲學觀。
由此；我們也就能更進一步的理解老子在《道德經》第四十二章中所說的：
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萬物負陰而抱陽，沖氣以為和。人之所惡，
唯孤、寡、不穀，而王公以為稱。故物或損之而益，或益之而損。人之所教，我
亦教之。強梁者不得其死，吾將以為教父。3
從這段話中，我們可以看出老子把「道」
，看成是宇宙萬物的總根源。因此；道家
學者樂愛國在其《道教生態學》一書中，也認為老子的這段話，正是從宇宙萬物同源
於「道」這一基本觀點出發。
由此；我們可以看出老子《道德經》一書，能充分的詮釋道家的生態哲學觀。而
且樂愛國在其《道教生態學》一書中，也指出老子的生態哲學，有以下三方面的生態
觀：
(一) 萬物和諧的思想。
(二) 自然無為的思想。
(三) 寡欲知足的思想。4
雖然老子並不像孔子那麼強調「天命」的重要，但也主張應取法「天道」(人法地，
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老子認為；「天道」有循環往返的規律，人類應效法
天、地間自然而然的「常道」
。人們應該順從自然世界的常道，而不是改變自然世界的
生態。
因此；老子說：
3
4

《道德經》
，第 42 章。
樂愛國：《道教生態學》
，北京市：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5 年 5 月，第 53-55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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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虛極，守靜篤。萬物並作，吾以觀復。夫物芸芸，各復歸其根。歸根曰靜，是
謂復命。復命曰常，知常曰明。不知常，妄作凶。知常容，容乃公，公乃王，王
乃天，天乃道，道乃久，沒身不殆。5
換句話說，萬物的發展都會回歸到其本源，回歸到本源便稱為「靜」
，也就是
回復其永恆的本性。回復本性便稱為「常」
，能夠了解此「常道」
，便稱為「明」，
不能了解「常道」而胡亂妄傷，便會凶多吉少。
今日人類的生態危機，就是一種不知「常道」和破壞「常道」的結果。我們
一方面享受著科技物質文明的成果，一方面又震驚於科技物質文明給予人類帶來
的諸多不幸，科技助長了殺人武器的威力，也造成了生態環境的破壞，這也延伸
出生態環保的許多爭論。

(二)：生態環保的自然之道如何可能？
我們生活在現代科技商業社會裡的人，外在的物質生活和內在的心靈生活，
已變得愈來愈複雜。
我們日常生活幾乎已被各種各類的商業資料活動所統治，生活的四周，充斥
著各種各類的商業廣告，各種的精美食物、飲料、化妝品、電器用品等…都在刺
激我們的購買欲望。我們已經製造成愈來愈多的垃圾，以及許多破壞生態平衡的
化學毒氣。
從「道法自然」的道家生態哲學觀看來；天地萬物為有機的整體，具有不可
分割的整體性，而且有內在和諧的生長規律，不應該人為的去破壞或改變自然生
態的平衡法則。人們只能「因勢利導」的保護自然生態，達到老子所謂的：
「以輔
萬物之自然，而不敢為。」6
老子認為；人類要遵循「無為」的生活方式。換句話來說；就是順從萬物自
然的本性，以及自然內在的和諧法則。並且用人類自己的行為去維護自然的和諧
與平衡。老子的「無為」，並不是要人們「無所作為」(non-action)，任由自然生態
5
6

《道德經》
，第 16 章。
《道德經》
，第 64 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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遭受破壞，而是如李約瑟說：
「無為的意思就是不做違反自然的活動(refraining from
activity contrary to Nature)，亦即不固執得要違反事物的本性，不強迫物質材料完成
它不適合的樣貌。」7
由此；我們可以看出老子的「無為」
，就是不要以個人的偏見或私人的意志，
去強加干擾自然之「道」。
總而言之；「無為」並不是「無所作為」，或者是保持沉默，而是讓萬物都做
它們自然會做的事情。換句話來說；對於這種不違反自然生態的活動，即是道家
的「無為」生態觀。
《莊子》在其<天道>篇中也說：
「無為也，則用天下而有餘；有為也，則為天
下用而不足」。8這種不違反天地萬物的「無為」乃是取法於「自然之道」本身的
運行，使得天、人、地以最和諧的方式在運行。它雖然看似無所變化，但卻能夠
完成一切。
所以；《莊子》又說：
天地有大美而不言，四時有明法而不議，萬物有成理而不說。聖人者，原天地
之美而達萬物之理。是故至人無為，大聖不作，觀於天地之謂也。9
如果我們能從今日的「自然生態哲學」的觀點來進行反思，則我們將發現老、
莊哲學的「道法自然」的生態哲學觀，正在提醒人類過度「機巧」發展的警鐘，
阻止人類不要陷入生態危機的毀滅之路。
正如著名的海洋生態學家瑞秋·卡森，就在 1962 年《寂靜的春天》一書提出警
訊，直接點出美國生態環境的危機，引發了全世界的生態環境重視。
誠如；瑞秋·卡森在其《寂靜的春天》一書中寫到：
從前，在美國中部有一個城鎮，這裡的一切生物看來與其周圍環境生活得很和諧。
7
8
9

【英】李約瑟：《中國科學技術史》
，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 年，第 2 卷，第 68 頁。
《莊子》，外篇，<天道>，第 2 章。
《莊子》，外篇，<知北遊>，第 2 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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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個城鎮座落在像棋盤般排列整齊的繁榮的農場中央，其周圍是莊稼地，小山下果
園成林。春天，花叢像白色的雲朵點綴在綠色原野上;秋天，透過松林的屏風，橡
樹、楓樹和白樺閃射出火焰般的彩色光輝，狐狸在小山上叫著，小鹿靜悄悄地穿過
了籠罩著秋天晨霧的原野。
沿著小路生長的月桂樹、莢蓮和赤楊樹、以及巨大的羊齒植物和野花在一年的大部
分時間裡都使旅行者感到心曠神怡。即使在冬天，道路兩旁也是美麗的地方，那兒
有無數小鳥飛來，停在雪堆上啄食漿果和乾草。郊外事實上正以其鳥類的豐富多彩
而馳名，當遷徙的候鳥在春天和秋天蜂擁而至的時候，人們都長途跋涉地來這裡觀
看牠們。另外有些人來小溪邊捕魚，這些潔淨又清涼的小溪從山中流出，形成了一
座綠蔭盎然的池塘。野外一直是這個樣子，直到許多年前的有一天，第一批居民來
到這兒興建房舍、挖井築倉，情況才發生了變化。
從那時候起，有一個奇怪的陰影籠罩了整個地區，一切都開始產生變化。一些不祥
的預兆降臨到村落裡：神秘莫測的疾病襲擊了成群的小雞；眼看牛羊病倒和死亡。
到處都是死神的幽靈。農夫們述說著家庭成員的疾病。城裡的醫生也越來越為病人
出現的新疾病感到困惑。這種情況不僅發生在成人，就連孩子也出現了一些突然
的、不可解釋的死亡現象，這些孩子在玩耍時突然倒下了，並在幾小時內死去。
一種奇怪的寂靜籠罩了這個地方。比如說，鳥兒都到哪兒去了呢?許多人談論著它
們，並且感到迷惑和不安。郊外鳥兒覓食的地方變得冷冷清清。僅存能見到的幾隻
鳥兒也已奄奄一息，牠們顫慄得相當厲害，而且飛不起來。這是一個沒有聲息的春
天。這裡的清晨曾經蕩漾著烏鴉、嫣鳥、鴿子、櫻鳥、鶴鶉的合唱以及其他鳥鳴的
合音；現在一切聲音都已經沒有了，只有一片寂靜覆蓋著營田野、樹林和沼澤地。
農場裡的母雞正在孵蛋，但是卻沒有小雞破殼而出。農夫們抱怨著以後無法再飼養
豬隻，那些新生的豬仔都還很小，小豬生病後也只能活上幾天。蘋果樹花就要盛開，
但是花叢中沒有蜜蜂嗡嗡飛來，所以蘋果花沒有得到授粉，也不會有果實了。
曾經是多麼引人入勝的小路街道，現在排列著彷彿火災劫後的、焦黃的、枯萎的植
物。被生命拋棄了的這些地方也是寂靜一片。甚至小溪也失去了生命;釣魚的人不
再來訪問它，因為所有的魚己經死亡。
在屋簷下的雨水管中，在屋頂的瓦片之間，一種白色的粉粒還在露出稍許斑痕。在
幾星期之前，這些白色粉粒像雪花一樣降落到屋頂、草坪、田地和小河上。不是魔
法，也不是敵人的活動使這個受損害的世界的生命無法復生，而是人們自己使自己
受害。10

10

Rachel Carson, Silent Spring, Houghton Mifflin Harcourt, 2002,p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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瑞秋·卡森的這本《寂靜的春天》彷彿就像一則「寓言故事」，已經在世界各地悄悄
的發生，並且確實有許多的農村已經蒙受巨大的不幸！若不再重視「人」與「自然」的
相處共生之道，他的「寓言」可能會一語成真，變成我們大家必須面對的生態災難！
我們生活在地球上的生物，不可能不依賴於其他生物而獨立生存，因此許多種生物
往往共同生活在一起。由各類型態的生物種體所組成的生態功能單位稱為群落
（Biocoenosis），生態學定義為「生物群落」。在這一集合體中包括了植物、動物和微生
物等各種族群，它們是生態系統中生物成分的總和，生態系統的概念在生態學中有很深
的根底。11
生態系統便是在一定時間和空間範圍內，由生物群落及其環境組成的一個整體。這
一整體具有一定的範圍和結構，各成員可以借助能量流動、物質循環和信息傳遞而相互
聯繫、相互影響和相互儲存，由此而形成具有組織和自調節功能的複合體。12
地球上生命的歷史一直是生物及其周圍環境相互作用的歷史，因此在相當程度上，
地球上植物和動物的自然形態和習性都是由生態環境所形成。就地球時間的整個階段而
言，生物能夠對生態環境造成改變、破壞，成為一種巨大的生態反作用力，目前只有人
類具有這種力量。在人類對環境的所有襲擊中最令人震驚的是空氣、土地、河流以及大
海，它們都受到了高度危險、甚至致命物質的污染。13
這種人為生態污染在很大程度上是難以恢復的，它不僅進入了生命賴以生存的世
界，而且也進入了生物群落內，這一條罪惡的生態循環在很大程度上是無法彌補的。
人對於世界萬物增加了理解，就可以減少對「自然」造成的過度破壞，人類必須
要與「自然」和平共處，這是一種道家的觀點。如同 16 世紀的哲學家帕拉塞爾蘇斯
(Paracelsus)，也是反對人類與「自然」形成相互對立的關係。因為，人們是存在於自然
之中，未來必須要追求天地萬物的和諧，而不是凌駕於「自然」之上。帕拉塞爾蘇斯
直言：
「把自己吹捧為最高貴的創造物是傻子的行為準則。存在著許多世界，我們並不
是我們這個世界中唯一的存在物。」14
沙夫茨伯裏(Shaftesbury)在《人、風俗、意見與時代之特徵》裡也強調：
「這個世界
裡的所有物質都是結為一體的，就像樹枝與樹結為一體，而樹又與供養牠的大地、水
11
12
13
14

【英】麥肯齊等著：
《生態學》
，科學出版社，2000 年，第 156 頁。
徐恆醇：《生態美學》
，陝西人民教育出版社，2000 年出版，第 57 頁。
Rachel Carson, Silent Spring, Houghton Mifflin Harcourt, 2002,p5.
【美】卡洛琳·麥茜特：
《自然之死》
，吳國盛等譯，長春:吉林人民出版社，1999 年，第 132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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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為一體。」因此，15人類不能控制天地萬物的運行，也就是「道」。如果有任何物種
可以掌控天地萬物，也會被另一種方式加以制約，甚至是「自然」的反撲。
「自然」並
不是因為人類而產生，而是人類因「自然」而生，人類必須順應「自然」的道理，而
不是強加人為的操縱去改變「自然」
。通過「自然無為」的過程達到「萬物為一」的目
標，這也是莊子所說：
天地與我並生，而萬物與我為一。既已為一矣，且得有言乎？既已謂之一矣，且
得無言乎？一與言為二，二與一為三。自此以往，巧歷不能得，而況其凡乎！故
自無適有，以至於三，而況自有適有乎！無適焉，因是已。16
人類在改變大自然及其生命本性的普遍污染中，化學汙染產生許多有害的副作
用，它們至少可以與放射性危害相提並論。大量的化學汙染被推向農田、森林、花園
裡，化學藥劑也長期性存在於土壤之中，同時進入生物的組織中，並在一個引起中毒
和死亡的惡性循環。17
但是；人對自然環境的依存是人類生存和發展的基礎和前提，自然界是有機聯繫
的整體，人的生存離不開大自然，也就是說，大自然是人類生存的家園。18那麼，我們
要如何的保護我們的「家園」呢？
人類生活在地球這個生態環境，就是要尊重地球的自然規律，只有開始尊重「自
然」才能保持和諧共處。這正是莊子所說：
「汝遊心於淡，合氣於漠，順物自然，而無
容私焉，而天下治矣。」19美國詩人梭羅(Thoreau)在其作品《蘋果樹》，也指出野蘋果
樹不必為迎合人的口味而改變自己，高度讚美了野蘋果樹屬於「自然」
，對於野蘋果樹
表達了由衷的尊重。梭羅如此說：
當我從這叢灌木旁走過，時間己晚，並且一路艱苦，看到垂懸著的果實，即使我
不能吃它，我仍敬重這顆蘋果樹，亦感激大自然的慷慨。這裡，在這崎嶇而多樹
的山坡，長著一棵蘋果樹，並非由人種植，也沒有往昔果園的遺跡。它只是自然
地生長，像松樹和橡樹一樣。這是一棵自然的蘋果樹，不屬於任何園子，不屬於

15

Basil Willey, The Eighteenth Century Background: Studies on the Idea of Nature in the Thought of the
Period,London: Chatto and Windus, 1940, pp. 12, 73.
16
《莊子》，內篇，<齊物論>，第 9 章。
17
Rachel Carson, Silent Spring, Houghton Mifflin Harcourt, 2002,p5-6.
18
徐恆醇：《生態美學》
，陝西人民教育出版社，2000 年出版，第 57 頁。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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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何人。在人類缺席的丘陵，它自成一個王國。20
過去，我們重視並且食用的大多數果實，完全仰賴於我們的經濟喜好，例如玉米、
穀物、土豆、桃子、各種甜美的瓜類等等。並且依賴於我們的細心栽培。然而，對於
各種生物來說，隨著人類的經濟喜好，換來的是更肥沃的土壤、更加充足的水分、更
加細緻的照顧；這些看似更輕鬆的生存，正是需要付出代價的，也會割斷人類與荒野
的自然聯繫，只留下一個看似富足實則脆弱的身體。在梭羅眼裡，這些物種只是人類
文明史的副產品。只有那些至今與荒野、與大自然的生命源頭保持著直接而堅韌聯繫
的生命形式，才能夠保持著生命的尊貴。即使在最不適宜生存的地理位置，最酸的野
蘋果都暗示了這樣的想法，因為，它是一顆自然的果實。21
當我們面對世界各地的生態環境破壞與失衡，
「道法自然」的生態哲學觀，教導我
們如何面對「自然」的問題，我們必須開始學習尊重「自然」
。這正是道家的生態哲學，
在今日可能給人類生態危機的啟示！

(三)：結語：人類返璞歸真的自然之道
道家的「天道自然觀」對於人類生態哲學的最大功勞，在於超越天地萬物之外，再
發現一個「道」。這個「道」的性質，是無聲、無形；有單獨不變的存在，又周行天地
萬物之中；生於天地萬物之先，卻是具有天地萬物的本源。這個「道」的作用，是老子
所說：
大道汎兮，其可左右。萬物恃之而生而不辭，功成不名有。衣養萬物而不為主，常
無欲，可名於小；萬物歸焉，而不為主，可名為大。以其終不自為大，故能成其大。
22

道的作用，並不是有人為意志的作用，主要是一種「自然」
。就如我們人類生存於
地球的生態環境之中，「道」法自然，人豈可違反「自然」呢？！
自從人類進入二十一世紀以來，由於科技文明的巨大進展，使得以西方科技為主
導的現代文明，科技影響已經是遍及全世界。因此，也引起人們對於「自然」進行一
種「現代反思」。這種「自然」的「現代反思」開始傳遞世界各地展開。
20

Henry David Thoreau, Wild Apples and Other Natural History Essays, Athens, Georgia: University of Georgia
Press, 2002, p. 148.
21
Henry David Thoreau, Wild Apples and Other Natural History Essays, Athens, Georgia: University of Georgia
Press, 2002, pp. 148-149.
22
《老子》，第 34 章。
256

道法自然的生態哲學觀

誠如；美國前副總統高爾所言：
文明的大廈變得這樣複雜，令人難以理解。然而，在它變得日趨精巧的同時，讓我
們也越來越遠離土地裡的根基。在某種意義上，文明自身從它自然世界的基地出
發，行往一個我們自己設計的世界；我們的設計有時太過狂妄，而這樣設計出來的
世界也愈來愈充滿計劃、控制、製造。在我看來，我們為此付出了極高的代價。在
文化行進的過程之中，我們失去了與自然的其餘部分的聯繫感。我們現在倒是該問
一問，我們真的這麼獨特這麼強大，乃至於我們從根本上可以和地球分離嗎？23
從高爾的這段話中，似乎在提醒我們，必須開始反思；我們是否掉入一種迫不得
已接受低劣、有害的生態命運，以及失去意志與判斷力的迷惘之中？
通常我們活著的大多數時間裡，都是迷惑不清或者麻木不仁的，感覺上我們好像
知道很多事，其實根本沒有把「人生的問題」看清楚。
當我們受到挫折或進行反思後，才從平時的曖昧不清中覺醒過來，其實，我們的
生活就是在追求一種返璞歸真的心境，而老、莊「道法自然」的生態哲學觀，就是在
呈現這種人性的真實生活。
總而言之；人類返璞歸真的自然之道，就是在於使我們能呈現一種「自覺」的力
量，幫助我們去改善人類的生態危機。
誠如；生態學家波·斯帕特(Paul Shepard)所言：
理想化的生活就像一尾把頭探出水面的魚，在它自己環境惡化的容許限度上緩慢前
進。為什麼我們要容忍有毒的食物？為什麼我們要容忍一個家庭建在危險的環境
中？另一方面，又要忍受機器馬達的惡意排放，那些令人精神錯亂的噪音。有誰願
意生活在一個十分悲慘的世界上呢？24
我們從這段話中，可以看出波·斯帕特，這位生態學的擔憂。但我們知道，環境的
汙染和生態的破壞不只是環境的問題；不能只採取環境因素去進行思考，因為它實質
23
24

艾爾·高爾：《瀕臨失衡的地球》，中央編譯出版社，1997 年 3 月，導論。
Rachel Carson, Silent Spring, Houghton Mifflin Harcourt, 2002,p15-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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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問題，還是人類生活方式的問題。
人類近代這種以商業科技為導向的生活方式，它本身具有「反自然」的性質。正
是這種性質造成環境狀況惡化，使得生態危機的問題成為全球性問題。
誠如；道家的哲人：莊子所說：
「禮者，世俗之所為也；真者，所以受於天也，自
然不可易也。故聖人法天貴真，不拘於俗。」25這就是人與「自然」的層次關係，我們
應該從「自然之道」的視域去探索人類生態危機的問題。
我們可以通過老、莊哲學的視域，擴大人類對於「自然界」的信念與信心。開始
去重視「自然之道」與「人類」之間的和諧關係。消除近代工業科技文明與「自然之
道」對立的關係。重新再與「自然之道」能和諧共處。我們相信，一種新的生態哲學
觀的文明將可能帶給人類希望的曙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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