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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陂澤惟近時最多廢。吾鄉鏡湖三百里，為人侵耕幾盡；閬州南池亦數百里，今為平陸，只墳
墓自以千計，雖欲疏濬復其故，亦不可得，又非鏡湖之比。」（陸游，1972：64-65）
「我們現在擁有了一個在若干年前尚未有過的『地球政治』
，並且它可以被置於世界風險社會
的動力和衝突的說法中來理解和組織。什麼是環境？什麼是自然？什麼是荒野？什麼是人類中
的『人』？這些及類似問題必需在跨國環境中被記住、重置、重新考慮和重新討論，即使無人
得出答案。」（貝克，2004：10）
「當然，儒家的『天人合一』思想是不可能直接解決當前人類社會存在的『生態』問題。但是，
『天人合一』作為一種思維模式，認為不能把『天』
、
『人』分成兩截，而應把『天』
、
『人』看
成是相即不離的一體，『天』和『人』存在著內在的相通關係，無疑會對從哲學思想上為解決
『天』、
『人』關係、解決當前存在的嚴重『生態』問題提供一有積極意義的合理思路。」（湯
一介，2004：4）

一、 楔子
關於當今華人世界對「天人合一」觀念的討論，黃信二指出，主要在兩個面向：首
先，是在思想史方面，它是否可做為中國傳統哲學思維發展的主線問題；其次，則是能
否以現代意義進行詮釋，將其應用於當代生態哲學、生態倫理的問題。
（黃信二，2010：
160-162）
然而，以上二面向進行的討論，是專就「天人合一」觀念本身。如今更多對「天人
合一」觀念的討論是，略過前述第二面向，直接將其用於發展、充實生態思想。例如，
在「中國期刊全文數據庫」中，僅就論文標題看，今（2014）年一至十一月所發表，直
接討論天人合一與生態思想的文章，就有十五篇。
只不過，這些討論均立基於「天人合一」觀念有助於生態思想發展的認定，甚至強
調這是中華傳統文化對今日世界的一大貢獻。卻有意無意忽略了，我早於 2001 年即曾
發表一論文指出的：在「天人合一」觀念與華人的生活實踐間有著極大落差。
（劉久清，
2001）
在當年的論文中，我對此一議題提出了一些進一步探討方向的建議。2004 年，我在
※

本文係初稿，仍待進一步改善，方得正式發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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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篇文章中，以人與環境的關係為考量，對天人合一觀念又作了一番探討，並指出要
在今日發展、實踐天人合一，必需將此概念與吾人今日所處現代性情境進行對話。
事隔十年，一方面是有機會重行思考此議題，再方面也確是有了新的思考方向，可
對當時的建議有所回應。於是再對此一議題進行探析。
不變的是，要探討此一議題，我認為仍需由存於華人社會的歷史事實著手。

二、 我國歷史與社會中的天人關係
這可分兩個方面檢視：首先是天人合一觀念對社會的影響
楊慶堃指出：
「在我們對其進行詳盡的考察後發現，儒家學說包含了一套基於信仰上天、天
命決定論、預測以及陰陽五行理論之上的宗教思想子系統。這一子系統首先相
信天人合一，天是整個宇宙——包括人類世界在內——的統治力量，進而相信
命運或先決論，上天作為最高統治力量來掌控事情的方向。預測和陰陽五行理
論都是用以瞭解上天願望、窺探天命的手段，從而幫助人們趨福避禍。與探究
天命相關的是天人交感理論、風水的概念，以及其他形式的巫術和泛靈論。」
（楊慶堃，2007：228-229）
楊慶堃辨析出儒家的宗教因素，是為了說明儒家在中國社會發揮影響的一個面向。
曾雄生則解讀出另一個截然不同的社會影響。他以北宋熙寧七年（1074 年）為例，說明
天人合一觀念在社會發生的影響。這一年：（曾雄生，2008a：35-36）
「王安石新政進人第六個年頭，這一年光州司法參軍鄭俠的一幅《流民圖》差
點攪亂朝廷政局，這一年著名史學家司馬光上《應詔言朝政閱失狀》，請求廢
除新法及停止用兵西北。這一年王安石第一次從宰相的位上退下來，韓絳為宰
相，呂惠卿參知政事，行手實法。這一年著名科學家沈括提舉司天監，新制渾
儀、浮漏成功。從社會史的角度來看，還有許多值得關注的現象，這一年王韶
在熙河拓邊的戰場上取得了重大的勝利，提拔為最高軍事機關的樞密副使，但
實際上是明升暗降，不久罷職， 出知洪州。這一年蘇東坡結束了在杭州的任
職，北上到了密州。這一年韓琦有過多次祀墳的記錄。這一年發生的大事還有
許多。這些看似互不關聯的事件，在其背後到底隱藏著什麼樣的秘密？把目光
投向更廣闊的時空背景，或許會發現這一年所有重大的事件發生都與乾旱有
關。」
旱災從前一年（熙寧六年）秋冬即已開始，涉及全國，即便是京畿所在的開封府界
並諸路旱災也約及五分。據氣象史家與歷史地理學家研究證實，熙寧七年共有 1 處旱、
32 處大旱。由此引發的飢荒、流民、盜賊等社會亂象均告顯現。（曾雄生，2008a：36）
但是，真正嚴重的，卻在於因天人合一思想所引發的連串變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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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然說，古人對雨水成因的論述，早已出現接近當代自然科學的解釋，甚至可預報
雨水。但是，古人的解釋始終不曾區隔人與自然，認為雨是陰陽相和的產物，是天地對
人間的施捨，並將天視為有意識的主宰者。至於陰陽是否相和、天地是否施捨，則與人
事相關，也就是「天人感應」。（曾雄生，2008a：39）
古人認為雨是雲、雲是氣、氣分陰陽、陰陽由人事調燮，
「調燮得宜, 自然雨腸時若，
使民物無饑寒之患。如果調燮倒置，陰陽失和，必然會引起水旱災害。調燮陰陽，必須
克盡人事。」當出現水、旱、蝗、地震等重大自然災害，人們首先想到的就是自己有過
錯至犯天怒，要從人事上找原因，也就自然地與時政有失產生聯繫。（曾雄生，2008a：
40）
面對天災，統治者克盡人事之道，不外「祈禳」
、
「下詔言事」
、
「策免宰相」與「因
災慮囚」
。（曾雄生，2008a：40）
宋人深信祈雨，熙寧七年乾旱當前，祈雨自然成為首務。甚至韓琦在這一年與後一
年多次祀墳並念及乾旱、農桑，多少也有祇雨之意。官方雖頒佈多種祈雨法，當時最流
行的當屬蜥蜴祈雨法甚至因蜥蜴缺乏，以蝎虎替代。曾雄生指出：
「這是一個起於天災，
出於人事，最後又殃及弱小動物的例子。」（曾雄生，2008a：41-42）
除了祈雨，要彌災還需從當政者開始。尤其是在多方祈禱不應的情形下，積極救荒
的同時，還必須尋找致災之由，也就是檢討政治得失。
熙寧七年，神宗皇帝《旱災求言詔》中檢討內容包括：聽納不得於理歟？獄訟非其
情歟？賦斂失其節歟？忠謀讜言郁於上聞，而阿諛壅蔽以成其私者衆歟？除了檢討，皇
帝還要象徵性地承擔責任、接受懲罰。西寧七年三月，神宗下詔以旱避正殿、減常膳。
而有些大臣則不可避免地需當皇帝的替罪羊，接受懲罰，最嚴重的就是撤職。
（曾雄生，
2008a：42-43）
曾雄生指出：天災成為人事轉機，
「就是所謂天人合一」
。
（曾雄生，2008a：43）王
安石及其新法的遭遇，就是突出例子。
新法在一開始就受到反對派強烈抵制，是因神宗皇帝支持，得以進行。但是，到了
熙寧七年，皇帝態度開始轉變，先是在三、四月表示對新法擾民的疑慮，並在三月三十
日下詔要求臣下直言朝政缺失。新法的反對派於是找到一個突破口，光州司法參軍鄭俠
獻《流民圖》
，上書言：
「天旱由王安石所致，若罷安石，天必雨。」而司馬光上《應詔
言朝政閱失狀》
，也主張廢除新法「雨必沾恰」。（曾雄生，2008a：43）
「下詔言事」的結果，既是如此激烈反應，遂使神宗皇帝最終痛下決心「策免宰相」
，
王安石終在執政五年後「以旱引去」。這樣的遭遇，王安石不是第一個，也不是最後一
個。因為，晴雨既是天命，治理國家需依天命而行，個人命運自也受此天命左右。（曾
雄生，2008a：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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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天人合一觀解讀雨水，其影響不止於此。
它還影響軍事。
災害之年，自然難以承擔養兵費用，停止不必要的軍事行動也就是應該的。西寧七
年前後，便有人認為軍事行動有傷和氣，遂至乾旱，於是反對王安石所支持王韶對熙河
路的經略。即便王韶與吐蕃作戰贏得重大勝利，卻因京師風霾旱災相仍，論者因此主張
棄河湟上亦為之旰時，數遣中使戒韶駐熙州，持重勿出。」（曾雄生，2008a：44）
甚至影響科技的發展。
中國自古以農立國，農業始終是由統治者以致百姓共同關心問題，雨為影響農業生
產最重要自然因素，於是秦漢以來就有上雨澤的雨水上報制度，州縣一級官員必須定期
向朝廷上報當地降水及農業生產情形。為了確定雨水多少、丈量雨水尺寸，於是發明雨
量器——天池盆，卻並不曾將其標準化，
「器形不同，則受雨多少亦異」
。唯有如此，各
級負責上報雨水的官員，才有作假空間。（曾雄生，2008a：37-39）
官員所以要作假，是因為前已言及，雨量不全由自然決定，而為人事導致。因此，
一地出現自然災害，當地官員就可能要被撤職查辦。雨量既可決定官員命運，雨量多寡
又由地方官員負責呈報，為逃避責任，作假遂告難免。（曾雄生，2008a：44-45）
不寧唯此，熙寧七年雨量呈報還涉及新舊黨爭。支持新政的地方官，要盡可能將災
害程度說得小些，既為「解陛下焦勞」，又可減輕自己罪過，更能為新法歌功頌德；反
過來，司馬光在奏折中揭露這種現象（「一寸則云三寸、三寸則云一尺，多不以其實，
不可不察也。」）
，也是想藉乾旱之機，攻擊新政，促使皇帝決心廢新法。因此，雨量器
精確與否，對雙方都不重要，重要的是，哪種數據於己有利。「數字出官，官出數字」。
雨量器自然失去作用、更失去進一步標準化動力。（曾雄生，2008a：45）
天文觀測也無法幸免。由於傳統文化認定天象變化反應王朝興衰，使得歷朝均關注
天象變化。為加強觀測天文的準確性，宋朝同時設置天文院和司天監，每天將兩個機構
獨力完成的觀測報告進行核對，以防虛偽。但是，到了熙寧年間，兩個機構卻串通起來，
共同編寫觀測報告。熙寧七年，沈括提舉司天監時，「嘗按發其欺，免官者六人，未己
其弊復如故。」（曾雄生，2008a：45）
因此，曾雄生總結出：
「在中國歷史上，環境既是自然的，更是社會的。」
（曾雄生，
2008a：45）
「天人合一雖然強調順天命，而盡人事，但絕對不是現代人所理解的人與自
然的和諧發展。」（曾雄生，2008a：46）
如果由人地關係來檢驗天人合一裡念的落實就更有問題。在我國傳統社會，人類大
規模地不當開墾對自然環境的破壞，甚至影響、威脅到人類自己的生存。這可由土地與
河流兩方面來看，以下就是幾個相關研究成果的例子。
黃河自古即有水患。西漢時期，水患最嚴重的是在漢武帝與漢成帝時期。其原因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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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觀的黃河自身含沙量大、兗州段黃河河道土質疏鬆且河道曲折複雜外，還有人為主觀
原因。
（劉江旺，2011：125）
劉江旺指出其中包括：（劉江旺，2011：125-126）首先是人地矛盾，黃河河道最初
寬約五十里，隨著人口增加加上河道的土地肥沃，以致到了旱季就有大量人口移居黃河
河道墾荒種地，久而定居，形成大小聚落，洪水來時居民就築堤防水，洪水退去，他們
排除積水繼續居住。聚落與堤防必然妨礙黃河河道暢通。
其次為河道治理不當，這涉及用人不當，漢武帝在相當程度上是臨時、隨意派任治
水官員；再就是以天人感應觀治水，和成帝時經學盛行，經學大儒多有將黃河水患理解
為王道興衰、上天意願，於是主張「修政以應之，災變自除」；還有就是缺乏完備的河
堤管理維護制度。
最後是國家財政支援力度不足。治理黃河工程之鉅，必須舉全國之力、以強力財政
支援作保，才有可能做到。
劉江旺最後指出：東漢明帝用王景治黃河水能夠成功，使黃河穩定近千年，主要就
因為避免了上述人為主觀錯誤。（劉江旺，2011：126）
卞利研究明代中期淮河流域自然災害，指出明朝自定都北京，大運河就成為其南糧
北運的大動脈，保持運河通暢，是明王朝每年漕糧供應與政權穩定的關鍵。然而，漕運
通暢與黃河、淮河相關，於是抑河、奪淮、保運成為明王朝處理三條河流關係的重要原
則。也就是說，為使每年四百萬餘石漕糧順暢運到北京，必須對黃河採取南疏北堵、束
水攻沙、蓄淮刷黃等策略，不惜犧牲淮河流域千百萬人民生命財產。
（卞利，1998：86-88）
然而，為保運河通暢所採的束水攻沙、蓄（清）淮刷黃等策略不只引起淮河流域的
災難，更無助緩解甚至進而擴大了黃河水患。其關鍵在非以因勢利導治河，迫使黃河南
行，違逆了黃河地勢。
曹志敏探討清代嘉慶、道光年間黃河河患頻仍的人為因素即指出：
（曹志敏，2012：
172）黃河自清初至鴉片戰爭平均六個半月決口一次，從鴉片戰爭到 1946 年平均五個半
月決口一次，其中有兩次大改道。
治河關鍵在泥沙淤積，當時策略是束水攻沙——築堤束水使河槽相對固定，並縮窄
河床斷面，以擴大主槽流速，提高流水攜沙能力，將河底淤墊沖刷掉。但因無法準確掌
握堤距寬窄、河床斷面大小，治政府也未意識到治理黃河中游水土流失的重要，以致河
道仍日趨淤積。
（曹志敏，2012：172-173）
黃河泥沙含量大，需以淮河清水沖刷黃河河床使之深通，就是蓄清刷黃。但是，要
做到這點，必須淮河清水高於黃河濁流，可是黃強淮弱，所以還需預為瀦留清水，否則
力弱無法刷黃。要蓄清必須築承受力剛好的高堰與恰到好處的蓄水量，否則未見刷黃之
效，反受水患之苦。隨著黃河淤墊加劇，使蓄清刷黃難度加大，甚至未見刷黃之效，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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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水患之苦。（曹志敏，2012：173）
因此，在嘉慶、道光年間，一至汛期，黃淮同時漲水，高堰大壩危險異常，河臣視
蓄清敵黃為畏途，改採救急的下策——借黃濟運。也就是當運河水道淺涸時，借黃河水
浮送槽船。然而黃河水一入運河極易淤墊，遂至百病叢生。（曹志敏，2012：173）
以上指的是治河策略失誤，更嚴重的是因政策面思考導致的失誤。
清朝對此的思考，就如前引卞力所介述明朝面對黃河、淮河與運河的治理時，明知
三者相為表裡，黃治而無不治，卻將重點置於「治黃保漕」。運河通暢的重要，在於定
都北京而仰食東南漕糧，以致於治理黃河的首要目標是確保漕運通道。清廷既重視漕
運，對誤漕官員處分極重，誤漕與否繫乎運道，於是治河目標只在運道通暢，偏偏治河
之法需能具備超乎漕運關懷的顧到全局做全盤規劃，才可能收良效，只著眼通運保漕，
往往適得其反，甚至使整個黃河治理不可救藥。（曹志敏，2012：173-174）
在宋以前治河，但令入海有路，可南亦可北，到了元代開會通河，使黃河成為運道
的一部份，黃河走南道以確保漕運，就成了元、明、清三代治河既定方針。然而，若就
地勢而言，黃河北岸下、南岸高，河流北趨順、南趨逆，黃河北行自有天然歸海之壑。
嘉慶、道光時期治河官員秉於清庭「恐防運道」的顧慮，人為修築長堤，強迫黃河南行，
其必然結果就是「黃河無事，歲修百萬，有事塞決千百萬，無一歲不慮河患，無一歲不
籌河費」的局面。（曹志敏，2012：174）
再加上自乾隆中期和珅為相開始，吏治日趨敗壞。到了嘉慶、道光年間，河臣治河
雖無術，只求敷衍彌縫，卻盡力貪污，連防止黃河決口意義重大的歲修，都不願做足，
以便決提時搶險。因為歲修經費是估定而作，可以稽查，搶險倉惶，則易於花銷侵潤，
以致河費愈增而河患日亟。甚至為籌加河費以利貪污，不惜人為製造決口。（曹志敏，
2012：174-175）
不只黃河，長江亦然。
有記載的長江水患始於西漢初年，唐代以後日趨嚴重。劉沛林依考古調查與史料記
載的粗略統計結果是，從洪水產生頻率看，唐代平均 18 年一次，宋、元時期平均 5 至 6
年一次，明、清時期平均 4 年一次。而洪水活動所以日趨頻繁，是因為人類活動增加和
流域生態改變。劉沛林指出人類活動對長江水災的主要影響有三：（劉沛林，1998：
145-149）
首先就是區域開發導致生態破壞。
長江流域很早就有人類活動，直至東晉、南北朝以致隋、唐、宋的九百年間，因北
方戰亂頻仍，使人口大量南移，移民紛紛轉向丘陵山區開荒墾地，促進了長江流域山區
的開發。
此時與其後一段很長時間，畬田對長江流域生態環境發生重大影響，隨著畬田的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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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一步步向深山老林進軍，山林生態受到進一步破壞。一直到唐代，湘江流域還多猿猴
類動物，到清朝道光年間，猿猴已是「今稀見之」，由此可見山林開發、森林破壞導致
的生態失衡。
梯田在東漢時的四川已有少量，其較大發展在唐、宋，梯田之名也是宋朝才正式有
的。然而，作為一種「人與山爭地」的表現，梯田的出現也影響生態環境。
其次是水土流失導致河湖淤塞。一直到北宋，長江流域仍有較好的水土保持。其水
土流失明顯化，起於南宋，進一步惡化在清代。清代雍正末、乾隆初兩湖地區墾荒重心
轉向人煙稀少的湘鄂西山區，使該區茂密森林受到大破壞，雖玉米、蕃薯得以推廣，卻
因山區地形不易保持水土，導致系列環境問題；同時大批貧民流徙到四川開墾，加劇了
長江上游的生態破壞、水土流失。
水土流失造成河湖淤塞王昶在總結乾隆五十三年荊州萬城潰堤原因時指出，泥沙淤
積、水位抬高是堤潰重要原因，他說：「四川、陝西、湖北山木叢密處，今皆砍伐為種
包谷，地遇雨，浮沙隨水下江，故江底沙淤日積，水勢年增。」洞庭湖萎縮，主要就是
近百年來長江荊江段四口分流泥沙淤塞的產物。
最後是人口增多至圍湖造田。
隋著長江流域長時間開發，至明、清之際人口大增，從雍正二年到乾隆十八年，32
年間兩湖人口增加 4 倍；到了嘉慶二十五年，距雍正初年不到百年，人口已增大 11 倍。
人口增、耕地面積卻幾乎沒有增加，迫於生計，只好向地利肥沃的湖區圍湖造田，與水
爭地。洞庭湖一帶就是盲目圍墾導致湖水面積縮小、洪澇加重的典型地區。
除了水，還有地。
趙玉田指出：
（趙玉田，2008：121-123）明代前期北方災荒、人荒、地荒的三荒問
題來得早而嚴重，其所以發生的前提條件是脆弱生態環境加上脆弱鄉村社會。
元、明之際，北方戰亂、飢荒與瘟疫橫行，鄉村社會破敗失範，（除山西與部分地
區）農民稀少、貧困，農業生產條件惡劣、無保障，以致缺乏土地開發所必要的社會物
質基礎。明以前北方腹地乃至邊際土地及許多大面積森林都遭到濫墾濫伐，很多林地消
失、平地草木稀疏，局部地區出現沙化、碱化問題，其生態環境極為脆弱，也就缺乏土
地開發必須的生態環境條件。
然而，明朝當局為解決當下面臨的普遍性貧困問題，無暇以分區方式進行適度發
展，只能以鼓勵屯軍與農民擴大耕地面積、最大限度地開墾土地，作為其改善農民生活
現狀（治窮與解決吃飯問題）、增加囤軍糧食收穫的唯一選擇。
如此一來，在缺乏基本農田水利設施與落後的農業經營方式前提下，只能以擴大耕
地面積來增加其重複進行的低水平旱作農業的收穫。意圖以「廣種多收」來解決問題的
結果，卻是經過一段時日漫山遍野的開荒後，導致了「廣種薄收」與「地瘠民貧」，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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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一個個「災害型村落」，一旦發生較嚴重自然災害，立即成為三荒之地。
豈僅是人民的耕地有此問題，就連清初被政府劃為皇家獵場的「木蘭（哨鹿）圍場」
，
以其得天獨厚的物質基礎，卻僅在百餘年的破壞性利用與掠奪式開發後，原本「林木蔥
鬱、水草茂盛，故群獸聚以孳畜」的情景即告面目全非。（韓光輝，1998：140）
圍場初立時，清政府本於「於物戒盡取」
、
「留資歲歲仍」的思想，以一系列保護與
合理利用圍場的管理措施，使清代得以在 140 年間舉行秋獼大典 105 次。隨著管理鬆弛，
尤其是清政府大量砍伐圍場林木的行為率先打破法律威嚴，帶動濫伐、偷獵，先是停辦
終至無法再恢復秋獼大典，只有招佃放墾，接著外部移民遷入與開發活動，加上社會發
展必然導致的區域內人口加速增殖，更加速圍場地區土地盲目開闢與自然資源破壞性開
發，進而導致水土流失與局部地區沙化不斷加重。（韓光輝，1998：149. 148）
其實，生態環境會受破壞，重點不在人口增長，而是有著複雜因素。這點可以生物
行為的轉變——福建虎患的發生、加劇為例加以說明。
福建的環境有利於華南虎群棲息繁衍，牠們出沒於山脊、矮林灌叢等山地，習慣單
獨行動，地域性極強烈，且生性機警、怕人，甚少主動攻擊人。唐、宋前福建開發少，
森林茂密，老虎生存空間極大，隨著人類活動頻繁，老虎生存空間縮小，開始在村莊聚
落出現，但虎患並不嚴重，至明中葉虎患驟然增加，活動範圍有擴大趨勢，至明末清初
（尤其是順治時期）最為嚴重，隨後減少，至晚清虎患再度驟增，光緒年間竟與明末崇
禛朝相似。（徐文彬、鍾羨芳，2013：104-105）
曾雄生認為：虎患加劇與人口增長有密切關係。唐、宋以前雖有虎傷人、害人的記
載，但為數不多，唐、宋以後有關記載加多，老虎似不再為偶發事件。這是因為經歷唐
中葉安史之亂與兩宋之交的靖康之變引發兩次大規模人口南遷，人口增加、耕地面積擴
大，導致植被破壞與老虎等野生動物棲息地的毀滅，老虎習性隨之改變。於是，在人類
深入森林老虎棲息地的同時，老虎開始反過來進入人類生活的聚落。然而，隨著虎患加
劇，卻也開始了老虎的滅絕。（曾雄生，2008b：25-27）
但是，徐文彬、鍾羨芳卻主張：虎患不能這麼單純地歸咎於人口膨脹。如只是因大
量人口不斷向山區進逼，嚴重破壞山林資源，激化人虎矛盾，就不可能就如前所指出，
虎患頻率成波狀起伏。何況有些地區在宋代就已人滿為患，虎患卻至明、清之際方才頻
發。甚至有方志作者認為虎患是因人煙稀少。（徐文彬、鍾羨芳，2013：105）
徐文彬、鍾羨芳認為虎患增加的驅動因素有四：（徐文彬、鍾羨芳，2013：105）
首先是氣候出現顯著變化。16 世紀初溫暖氣候逐漸消失，氣溫下降，氣候在由暖便
寒的過程中發生多次振動，加劇氣候災害，隨著自然災害頻繁發生，動植物大量死亡，
老虎無食可覓，只好闖入人類活動區。
其次是商品經濟發展。明、清時期福建經濟明顯商品化，廣泛種植靛藍、煙草等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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濟作物，致糧食耕種不足；福州開埠後，茶葉貿易興起，大向種植茶樹，推動市鎮化發
展，同時木材貿易成為地方支柱性產業，木材大量砍伐，嚴重破壞生態環境。森林消失，
加劇水土流失，導致旱澇災害，是虎患頻發的直接原因。
再次是城市化進程加快。廈門開埠後迅速崛起，城市規模擴大，老虎與人的緩衝帶
消失虎患增加。隨著城區拓展完成，虎群被獵殺殆盡，虎患報導乃逐漸減少。
最後是特殊政治軍事影響。明末清初，清軍與台灣鄭氏部隊在閩南混戰，嚴重破壞
生態，出現「數千里沃壤捐做蓬蒿，土著盡流移」的慘景，而蓬蒿這種次生性植被群落
有利於老虎棲息生存。
徐文彬、鍾羨芳進一步比較，發現福建虎患與全國大致相符，只有兩點不同：（徐
文彬、鍾羨芳，2013：107）
首先是清末時期，全國虎患不多，福建、兩廣與徽州卻呈上升之勢，廣東是因為戰
亂不斷、災害頻發，福建此時期卻是戰亂較少、社會相對穩定。其災害頻發主要是因開
埠後茶、木、樟腦貿易興盛，造成的生態環境破壞。
其次是開發背景不同。各地開發山區原因頗為複雜，與地方交易習慣、王朝政策均
有關係。且開發山林不等於盲目開墾，古人早已意識到森林與水土保持的內在關係而有
護林碑。所以繼續毀林，是受利益選擇驅動，民眾願意高價賣出山地，任由砍伐，地方
政府也出於賦稅考慮，支持木業發展。
以上本節所介述的各項歷史、社會問題，是今日倡言「天人合一」觀有助於建構真
正合乎永續發展要求的生態倫理者，如果其目的不只是在於建構一個高蹈的理論而在於
真能有助於改善、解決問題，所無法迴避、必須嚴肅正視的。
甚至即便只是要探討「天人合一」觀念的意義，或只是要建構一完整的理論，都必
須對其有所回應。
但是，在進一步討論此一議題之前，必須先做一轉折，對風險社會理論略做論述。
因為這有助於我們在當代對此議題的深入討論。

三、 風險社會理論的要素與其展望
上一節所介述的現象，在相當程度上，可借用 Ulrich Beck 的理論術語，稱之為「風
險（risk）」
。
只不過，Beck將此術語界定為一現代概念，預設了試圖使文明的決策（civilizational
decisions）所無法預見的後果成為可預見與可控制的決心。
（Yates, 2003: 98）他指出：
「風
險的來源不是基於無知的、魯莽的行為，而是基於理性的規定、判斷、分析、推論、區
別、比較等認知能力，它不是對自然缺乏控制，而是期望於對自然的控制能夠日趨完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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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薛曉源、劉國良，2005：44）
Beck解釋「風險」有兩個完全相反的意思：首先是用於一完全由或然率統治的世界，
其中每件事都可計算、衡量；其次，該詞也通用於指涉無法量化的不確定性，去「承擔
無法得知的風險」
。（Yates, 2003: 96）
必須注意的是，Beck提出此一術語，採用的是後一意思，目的在指出，今日社會繼
由傳統社會轉型為現代社會後，有了進一步發展——轉型為具有社會反身性（social
reflexivity）1的第二現代（the second modern）——一個由人造的不確定性（manufactured
uncertainties）所促成的風險社會（risk society）2。這是個失控的世界，其中除了不確定
性，沒有事是確定的。（Yates, 2003: 96）
Anthony Giddens 指出：這樣的「風險社會」，是一個知識、科技高度發達的現代社
會，以致科技影響普遍深入於我們日常生活的核心，而我們一般人（只要不是那個領域
的專家）對其只能是一知半解，科學界卻對我們的情感、經歷越來越注意。只不過，這
些知識、技術始終在進步，也就是一直在接受修正而缺乏牢固基礎，因此，並沒有為我
們帶來確定性或增加我們的安全。（紀登斯、皮爾森，2002：181-182）
Giddens 舉了兩個例子（紀登斯、皮爾森，2002：182）
：紅酒一度被認為有害健康，
近日的研究則說，喝少量紅酒對人的健康利大於弊，明天呢？會發現紅酒終究有毒？我
們不知道未來會怎樣，卻又知道專家的既有認知相互矛盾，但是，身為消費者，我們卻
必須以這些複雜的論斷、反論斷與彼此接不攏的基本狀況，自行做出喝還是不喝決定。
更有名、嚴重的是狂牛症，身為以牛肉為傳統主食的英國人，該不該吃牛肉？沒有一個
人能做出權威論斷，只能說現在看來風險很小，但是對二十年、十五年甚至五年後爆發
相關疾病，其可能性始終存在。
Giddens以前述Beck指出的風險所具兩個完全相反意思，說明當代社會之由現代而第
二現代：（紀登斯、皮爾森，2002：186-188）在現代社會（尤其是工業社會存在的前兩
百年），居主導地位的風險是「外部風險」——會使人遭到（來自外部的）意外打擊的
風險。這種打擊經常發生，具廣泛可預料性、能對其做精密計算，也就是可通過保險來
防範。福利國家的規劃，就是將疾病、傷殘、失業等視為命中注定會發生的事故，但卻
可對為其列出保險精算表，並以之為依據，決定如何為人們提供集體保險。
至於第二現代的風險社會，則起源於因科技不斷增強而對我們產生的兩項根本改變
（紀登斯、皮爾森，2002：184-185）：首先是自然界的終結，意指今日物質世界的每一
1

Reflexivity 既可譯為「反身性」
，亦可譯為「反思性」
，在下文中視文章脈絡所需，選用此二譯法之一，
不再註明。
2
對此敘述，有一點必須注意：今日世界各地區的經濟、社會、文化情勢（發展）並不一致，其間有著極
巨大的落差。一般所謂已開發（先進）國家、開發中國家與低度開發（未開發）國家的三等級區分，只
是概略標示了不同國家在發展程度上的差異。何況，有些國家並無法完全歸入這三個等級的任何一個——
中國由於本國各地區的巨大落差，即其一例。更何況，是否真已有社會完全轉型成風險社會，風險社會
的模型是否具普遍性，仍不免存在爭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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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面尚未受人類干預、影響的，即便有也所剩無幾。在人類過去的歷史中，擔心的都是
自然界對我們可能有的影響，擔心各種天災。但是，大約以 1950 年為斷代，我們開始
擔心自己為自然界造成的後果，開始把天災視為一種人禍。
其次是傳統消失，意即人們不再生活於聽天由命的世界。過去對許多人而言，生活
的各個面向被傳統確立為命運：女人就是要在她一生的大部分時間中操持家務、生兒育
女；男人就是要外出工作直到退休，接著沒多久即離開人世。如今，我們已開始不再如
此生活。
這個自然和傳統消亡後的生活世界，其特點是由外部風險轉向人造風險
（manufactured risk）——由人類（特別是科學家與技術進步）所造成、沒有過往歷史
經驗可供藉鑑、甚至不知道是什麼、遑論加以精確計算，卻正在人類生活的大多數方面
擴展的風險。（紀登斯、皮爾森，2002：187）
人造風險源於人為的不確定（manufactured uncertainties）
，都與知識進步有關：科
技固然消除不確定性，卻也製造出同樣多的不確定性。而且製造出來的這些不確定性，
無法隨科技發展以任何簡單方式解決。人造風險既不囿於集體性風險環境，更直接侵入
個人與社會生活。人們的生活再不能簡單地依傳統確定、在一系列既有的環境中行事，
而必須對自己的關係和參與採積極、充滿風險的方針、對策。
（紀登斯、皮爾森，2002：
79, 187）
人造風險不只與人對自然的干涉有關，還涉及一個建立在很強的反身性基礎上的資
訊社會中的社會變遷。
（紀登斯、皮爾森，2002：79）Giddens 指出：
（紀登斯、皮爾森，
2002：188）隨著人造風險擴散，風險有了新的加劇。「隨之而來的是對人們已經認為理
所當然的種種做事方法的幾乎沒完沒了的修正。在這樣一個社會秩序下，前途越來越令
人勞神費力，但同時也越來越晦澀難解。把握前途的直接線索很少，有的只是多樣化的
『未來劇本（future scenarios）』。」
例如：在個人生活中要尋求心理援助時，卻可在電話簿黃頁的心理治療欄找到 50
種不同的一生廣告。要找誰去問應打電話給誰？誰能告訴你某個療法純屬無稽？只有專
家能告訴你。但是，專家彼此間就無法做出一致結論，否則就不會有各種派別、50 種不
同療法廣告了。（紀登斯、皮爾森，2002：86）
此外，我們無法測定人造風險的長期影響，因為其影響可能是多種多樣的。我們正
在幾乎不斷的改變環境、改變我們的生活格局，許多表面有益的習慣或創新，結果可能
被認定有害，反之，風險也可能被高估。「新型風險的特點是，就連它是否存在，也是
有爭議的。」（紀登斯、皮爾森，2002：188）
也就是說，
「反身性」不表示當代人過著更為自覺的生活，相反地，
「反身性」並非
指向更能掌控、自覺，而是高度意識到掌控的不可能。由簡單現代化轉向反身現代化乃
是解除、消解其原本理所當然的前提，也就從根拆解了民族國家的每一面向（福利國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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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系統、議會民主）以及與其相互支撐的社會制度（家庭、事業、生命史）
。（Beckis,
2001: 267）

此所以，Beck 主張知識經濟就是風險經濟，知識社會就是風險社會。因為科技負面
危害的影響，使風險社會具備以下四種特性：顯現的時間滯後性、發作的突發性、超越
常規性與風險社會所面臨的首要問題——人們在面對風險時所表現的慌亂無措。（薛曉
源、劉國良，2005：44）
基於以上認知，Beck自述其風險社會理論具備以下八項要素：（貝克，2004：
174-189）：
1.
2.
3.
4.

5.
6.
7.

8.

風險並不指被引發的危害。它們並不等於毀壞。風險也不是信任（安全），只
是真實的事實。
風險概念扭轉了過去、現在和未來的關係，過去失去了決定現在的權力，一種
具有威脅性的未來，變成了影響當前行動的參數。
風險陳述不只是真實陳述也不只是價值陳述，它在數學化的道德中，結合了二
者。
在其（很難在地化）的早期階段，風險和風險觀念是駕馭現代性的控制邏輯
（logic of control）的「非所預期後果（unintended consequency）」
。也就是在人
為的不確定中所表述的控制與控制的匱乏。
與風險社會和人為的不確定相聯繫的當代風險概念，意指知識和無知的某種特
殊綜合。一種在認知或重新認知的衝突中，被意識到的知識或無知。
全球性和在地性的對立面被風險簡化。新的風險類型同時是在地性和全球性
的——全球在地性。
知識、潛在的影響與有癥狀的後果，三者不同但相互關連。風險同時是真實的
也是由社會認識、解釋所構成的。真實產生、根植於持續的工業、科學生產
及研究慣例的「影響」；而關於風險的知識則和某種文化（如對自然的理解）
的歷史與象徵及知識的社會結構相聯繫。
失去自然與文化間二元區分的一個人造混合世界。

雖然都對風險社會理論建構有貢獻，但是，身為風險理論創建者，Beck 對風險社會
的理解實不同於 Giddens。其最大差異，在於 Beck 認為風險社會的反身性與「非所預期
的後果」緊密相關，而 giddens 則不以為然。
Beck 主張：反身現代化的「媒介」不是知識，而是——幾乎反身性的——（因非所
預期的後果導致的）無知，我們生活在無法預測結果的時代。以知識／無知來理解、呈
現反身現代性理論的簡要形式如下：
（貝克，2004：155-157）
1.

一個社會越現代化，其所製造「非所預期的後果」就越多。當人認知也認可這

2.

一切時，就會對工業現代化的基礎提出質疑。
「非所預期的後果」也是知識的一部份。所謂「隱蔽的非所預期後果」不是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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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4.
5.

沒有知識而是在一種主張相互矛盾的知識。談論「非所預期的後果」代表知
識、理性的衝突，是不同專家團體間的主張相互衝突，它們與普通知識及社
會運動知識的主張也相互碰撞。這種知識的副作用開啟了理性多元主義的戰
場。
理性的衝突暗指存在一個對知識相互競爭的行動者、製造者和有利害關係的各
方的擴大的（可能難以劃界的）範圍，其中知識和無知間已經確立的線性聯
繫開始變得可疑。
這種衝突使得商業、科學、政治和家庭的基礎與基本規範必須被重新商談、重
新確定。
衝突劇本的關鍵在於「無知的預防性效應」：無論按照怎樣的知識基礎建立或
在怎樣的知識基礎上質疑非所預期的後果，對非所預期的後果的普遍建構允
許我們注意其他情況。它們是在預先防衛不安的挑戰（道德和經濟成本的不
利條件及政治和生活方式的變化）衛中去建構相關（無關）性，這種建構與
對後果的認同，因而也與對它們的責任一起，很為突出。

因此，反身現代性的關鍵問題在於：
「我們」
（專家、社會運動者、普通人、政治家
以及社會科學家）如何應對我們的無知（或無能於認知）？我們怎樣在人為的不確定之
中／之間做出決定？（貝克，2004：170）
Beck強調：現代性並未消逝，而是越來越成問題。即便激進社會變遷始終是現代性
之一部，朝反身性第二現代轉向卻是對變遷本身的座標、範疇與概念起了革命。現代社
會此一「後設變遷（meta-change）」產生自非所預期副作用（unintended side-effects）
促成的批判性大眾。（Beckis, 2001: 267）
此一非所預期副作用——精確地說，是其結果的範圍大於原先所預期——是指一種
粉碎掉市場擴張、法律的普遍性與科技革命等原有邊界的力量，一項Marx在其共產黨宣
言中所宣稱的「一切堅固的東西都告煙消雲散（all that is solid melts into air）」的歷程。
（Beckis, 2001: 267）

因於風險的特質，Beck指出：我們其實無法得知自己是否較以前的世代承受到更多
的風險。問題不在風險的量，而在控制的質——更精確的說是對文明決策後果的無法控
制性的認知。
（Yates, 2003: 99）
「隨著工業社會的不斷發展，到最後，將沒有任何一種社會機制（無論是現在
已經具體存在的，還是將來具有存在之可能性的，乃至是人類窮其想像所能想
像到的任何一種社會機制）能夠用來處理人們能夠想像到的最糟糕的事故
（WIA :the worst imaginable accident），而且沒有任何一種社會秩序能夠
用來在各種可能性中浮現最壞可能性的情況下確保工業社會的社會結構和政
治體制不被摧毀。」（貝克，2003：32）
這就造成了歷史性差異。因為人為的不確定，對控制的制度化預期，甚至對「確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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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理性」等引導性概念均告崩解。此所以，風險社會的創新性，不在氣候變遷、生態
災難、跨國恐怖主義等的威脅，而是對我們生活於一相互連結卻日趨失控的世界的洞
察。（Yates, 2003: 99）
Beck 認為：我們所面對的風險無法以空間、時間乃至社會分隔，而是將民族國家、
軍事聯盟與所有社會階級都涵蓋在內。並以其最根本的本質挑戰各種設計來控制它們的
制度。因果律、罪惡感與正義等所有既已建構的分配、責任規則均告崩潰——審慎應用
這些規則進行研究、司法審判所得到的，卻是危險日增與危險被正當地匿名化等完全相
反的效果。（Yates, 2003: 99）
因此，前現代的恐懼文化與第二現代的恐懼文化的主要差別，在於前現代的危險與
恐懼可歸咎於各個神祇、唯一神或自然，而現代性承諾可藉由更為現代化、更為進步（更
多的科學、市場經濟、更佳更新的科技、安全的標準等）來克服這些威脅；我們在風險
時代面對的威脅，只能歸咎於「現代化」與「進步」本身，風險文化源於設計用來控制
的制度製造出不可控制性的弔詭事實。（Yates, 2003: 99）
如此一來，風險的主要問題在於對風險的接受與接受的條件。風險的接受程度有賴
於承受損害者是否也可受惠，答案為否，則無法為受影響者接受。是以我們無法在風險
中或以風險本身考量風險，必須在用以評價風險的判準所設框架來評價，並受其所置身
文化預設的影響。甚至「客觀的」風險都隱含了對是非對錯的判斷。換句話說，風險看
起來有多大，就有多大。這一點在人為不確定中更為真確。（Yates, 2003: 102）
這意味著，即便科技專家也無法再獨佔原初意義的合理性，他們不再是唯一能以判
斷量度比重的獨裁者。風險的聲明立基於以科技表達的對何者依然、何者不再可接受的
文化標準。當科學家說一件事發生的可能性極低，因此是一可忽視的風險時，他們必須
加入對相對報償的判斷。因此，認為社會、文化判斷只會扭曲對風險的知覺是不對的。
沒有各種社會、文化判斷就沒有風險，是這些判斷建構起風險，雖然常是以隱微的方式。
（Yates, 2003: 102）
Beck 於是主張我們需有一種截然不同於「殘餘風險3文化（residual risk culture）」與
「無風險」或「安全」文化的「不確定文化（culture of uncertainty）」
。
（Yates, 2003: 106）
「不確定文化」的關鍵，在於能準備好去公開討論接近風險的徑路；願意去認知量
化風險與非量化不確定的差異；願意去協調不同的合理性而非陷入相互譴責；願意以理
性為基礎去豎立現代禁忌；最後（非最不重要），認知以下兩點的關鍵重要性：展示採
取負責任行動的集體意願，並可對再怎麼事先預防都一定會有的損失加以說明。
（Yates,
2003: 106）
Beck 主張，
「不確定文化」不會再輕率地討論「殘餘風險」
，因為風險是發生在他人
3

這是個現代性的概念，意指我們能夠盡可能的控制、避免風險的發生，即便發生也能盡力加以彌補，使
損害最小。但總有我們無法完全顧到的殘餘風險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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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上，這些人才會以這樣的認知進行討論。一個民主共同體的關鍵在於我們共同承擔責
任。當然，「不確定文化」也不同於認為有權要求社會應該盡全力邁向絕對安全的「安
全文化」
，後者會使所有創新窒息。（Yates, 2003: 106-107）
最後，就本文言，對於風險社會還有四點必須說明。
首先是關於邊界的問題。
Beck 指出有一種對第二現代的定義是：介於社會各個領域、社會與自然、知識與迷
信、生與死、我們與他者間的邊界是多元的，這中間的每一個邊界都變成多元的。其中
包含三點：首先，給定或替換邊界成為一種選擇，而劃下邊界也成為是選擇性的；其次，
與前者同時發生的是，可能用來劃邊界與對此加以質疑的方式是倍增的；最後，多元邊
界的存在會改變，不只是因為這些邊界所界定的集體性，更在於這些邊界自身的本質。
也就是說，邊界衝突轉型為劃邊界的衝突，而產生越多邊界，就越容易劃出新的邊界。
（Beckis, 2001: 266）

在每個個別的與制度的決策，均預設某種以實際基礎劃下的邊界的存在，在被包含
在內或排除在外的事務間劃了一條界限。第二現代社會並不認為有這種已經可供選擇的
有限選項存在，邊界是隨著決策產生的。例如，生與死間的界限不只是開始流動或是被
重行界定，而是有著多重界限的選項，比方腦死而心臟還在跳。選項越多，越多邊界出
現「似然（as-if）」的性質。（Beckis, 2001: 266）
其次是關於權力與責任。
Beck 認為：權力在風險社會中的主要問題是定義的問題。問題是：是誰、以何種正
當性與知識資源得以去決定何者算是風險、何者算是原因、何者算是成本？決定誰該負
責、誰必須承擔起為損害付出代價的問題，變形為對證據的規則與責任的法則的戰鬥。
其所以如此，是因為說到底，真正的衝突在於有人該負責還是沒人該負責。
（Yates, 2003:
100-101）
此所以，風險社會的特質為「有組織的不負責（organized irresponsibility）」
。政客說
並不是他們在掌管，他們頂多只是為市場規範出框架；科學專家說他們只是創造出科技
的機會，而不曾決定如何運用這些科技；企業說它們只是在回應消費者需求。社會成為
一個無人須為實驗成果負責的實驗室。（Yates, 2003: 101）
第三是個體化（individualization）
。
Beck 指出：個體化並不是個體主義（individualism）意識型態也不是深層心理學家
講的自性化（individuation）——一個成為自主個體的歷程，與市場自我主義（market
egoism）全然無關，更不是解放（emancipation）
。而是在描述社會制度在結構上、社會
學上的轉型，以及個人與社會的關係。他自承用這個概念為的不只是探究人們如何以其
認同、意識面對、處理此一轉型，更在於他們的生活處境與生物模式如何因之轉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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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ckis, 2001: 276）

在第二現代，個人在歷史上第一次成為社會再生產的基本單元。個體化後結構不再
具決定性，第二現代的個體主義是一個弔詭的詞，既將結構個體化又將個體主義制度
化。這意味著公民、政治、社會權等基本制度全是為了個體（例如對彈性與流動性的需
求），都是個體化的機器，強加給個體主義與傳記充分的風險與不穩定的自由。個體化
正是弔詭的社會結構本身，他是非線性模式，一個開放的結局，關連於特定社會性敘事
的衰微。。（Beckis, 2001: 276-277）
最後是關於世界風險社會（world risk society）以及多樣的第二現代性（varieties of
second modernity）。
Beck 主張，可藉三種以不同衝突邏輯相互競爭的危機說明全球風險：生態危機、全
球金融危機、跨國恐怖網路的恐怖攻擊。（Yates, 2003: 103）
雖然在受全球風險之害的經驗與問題的跨國界性質兼有著辯證關係。卻正因為其跨
國面向使解決問題的合作成為不可或缺，使這些風險具備世界性。即便全球金融市場崩
潰對地區的影響全然不同於氣候變遷，原則上仍無法改變每個人都受影響且每個人都潛
在地可能受到更惡劣影響，這就使得每個國家有共同的世界性利害。由於根本無法在國
家層次加以糾正，使人們覺得自己面對外來威脅的歷程就像個無助的人質，這種對全球
風險衝突的全球公共反應，建立了「命運共同體（community of fate）
」的基礎。
（Yates,
2003: 104）
但全球風險社會（global risk society）並不是指世界同質化，因為所有地區、文化絕
非在同一組生態、經濟、恐怖網路範圍的無可量化、無法控制的風險中受到同等影響。
相反的，全球風險本身的分佈並不均等，它們在每一具體脈絡以不同方式揭露，以不同
歷史背景、文化與政治模式做為媒介。（Yates, 2003: 104）
此所以，Beck與Edgar Grande倡議要區分單一的與多元的兩種社會理論型態。他指
出：以單一觀點看的社會理論，意味社會既非國家性也非全球性，卻絕對必須以普世性
詞彙來理解；而以多元觀點看社會則指向現代化歷程的全然不同取徑與脈絡。雖然說，
社會學創立之初是意圖要建立一單一、普遍的（現代）社會理論，這種理論的抽象形式
已不再能反映當代社會的轉型動力。（Beck and Grande, 2010: 411）
Beck 與 Grande 主張：在第二現代，社會與政治的理論建構必須完全經歷西方與非
西方在現代化徑路上的多元經驗與計畫，及其彼此間的獨立、相互依賴與互動。理論反
思與經驗研究的出發點在於多元現代性與全球相互依賴。（Beck and Grande, 2010: 412）
Beck 與 Grande 指出：雖然認知到西方的現代性只是一各種結構樣貌的特定組合，
而非一普世通用的社會現代化形式，多元第二現代也不只是指涉將歐洲現代性的結構重
組，甚至不只是多個以不同方式、途徑獨立、自主發展出的現代性。除了沒有一個現代
性能普世化，更將它們設想成一個個相對封閉的單元，其形成乃是內在機制與歷程的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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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各種社會現代化自一開始就是彼此交織，每一個別社會彼此以複雜的依賴關係綁在
一起。（Beck and Grande, 2010: 414）
本節對風險社會的介紹，目的不在依此理論脈絡去發展生態倫理，而是要以此做為
我們將傳統天人合一觀進行現代性發展的對話對象。
下一節則是要簡單的為進行這樣的工作提示一些應予注意的關鍵。

四、 重行思考天人合一與生態倫理
在進入本節討論之前，且先看看以下敘述：
「工業化時期以前人類所遭遇的各種自然災害，無論對人類有多大的威脅，也
無論其具有多大的破壞性，我們都可以把它歸因於來自人類社會以外的力量對
人類所作的沉痛的一擊，都可以如同神話、宗教或科學所作出的解釋一樣把它
歸因於各路神靈、上帝、魔鬼、大自然等人類社會以外的力量對人類進行的懲
罰。雖然工業化時期以前人們對所遭遇的各種自然災害也有著數不盡的怨恨與
指責，但是怨天怨地，也只能沖著看不見摸不著的神靈和上帝吐吐怨氣。這種
怨責神靈上帝的心理暗示反而將人們對各種自然災害的恐懼感轉換成對神靈
上帝的敬畏之情，進而導引出人們的宗教虔誠並激發了人們的宗教狂熱。簡言
之，工業化時期以前人類所遭遇的各種自然災害與工業化時期以後人們所面臨
的各種風險大不一樣。在工業化時期以後，當人們面臨巨大風險時，當巨大風
險已經轉化成巨大災難時，人們不會去怨責虛無縹緲的神靈上帝，而是可能向
作出風險決策的專家組織、經濟集團或政治派別傾瀉其滿腔怨氣，並且有可能
從政治和法律層面對其提出指控和彈劾。隨著工業化所導致的風險問題越來越
多，對社會問題進行決策時所應承擔的責任和義務就不可避免地產生了，甚至
在那些根據當前普遍認同的科研規律和法規法律來說允許出現探索性失誤和
差錯的領域，也要毫不例外地為其決策承擔一定的責任和義務。社會成員、企
業、國家機構、政治家都應該對工業化所造成的風險負有責任。這一點正如我
們社會學家所說的，風險的社會根源阻礙了將風險責任進行細化和具體化的過
程。」（貝克，2003：28）
引用這一大段文字，是要用來呈現思考上的差異，進而探析發展與對話的可能。
明顯地，上引這一段話所指涉的前工業時期思考模式，是將神人斷裂二分，也就是
本於天人二分的思考所會有的表現，迥異於我們傳統天人合一的思考。如本文第二節所
示，在我們傳統的思考裡，遭遇自然災害，當然會向天求告，但卻不會全然歸責於神、
天，而是轉向檢討人事，這點反倒類似於這段話中工業化之後的追究風險責任。
至於理論上之所以能藉風險社會的概念重行思考我們傳統的「天人合一」觀，則是
因為認知上不再以為只能有一個單一、普世的現代性，而是有著各自獨特發展理路的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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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現代性。
這不只是因為如前節所指出除了全球共通的風險，世界各地承受風險的程度不同、
各自有不同的風險問題與如何因應風險的問題。更是因為，如果只能在單一現代性的思
路中探討如何應用天人合一觀於風險社會，則必須將天人合一的概念嵌入風險社會語境
中才可能。問題在：如果真這麼做，就再不是我們傳統的天人合一觀了。
非常典型的例子，是一個看來全然相反卻也是討論此一議題所無法忽略的概念——
「人定勝天」。
對於「人定勝天」這個成語，現在多數人的理解，就如 1979 年北京商務印書館重
新修訂《辭源》對「人定勝天」的詞目所做解說：
「人力可以戰勝自然」
。教育部國語辭
典簡編本（網路版則）解說為：「人為的力量，能夠克服自然阻礙，改造環境。」4依這
樣的理解，則當然是一與「天人合一」大相逕庭的概念。
殊不知，何澤恆的研究卻指出：這樣的解釋完全是一古來未有之義，我國傳統用此
詞的原意絕非如此。
依何澤恆的考證，「人定勝天」一詞語源有二：一是《史記‧伍子胥傳》中申包胥
引用來隊伍子胥說的：
「人眾者勝天，天定亦能破人」
。何澤恆指出：申包胥說這句話的
意思是，五子胥固然可憑兵強勢眾，逆天而行，然其一時之間能夠見功，是因為天意尚
未定止，人決無法違背天理，只要天意已定，終會降下禍殃，毀滅違天強暴之人。也就
是說，申包胥說這句話的意思，根本是在說人終不能勝天。（何澤恆，2010：51-52）
另一語源是《逸周書‧文傳解》：「兵強勝人，人強勝天」。何澤恆指出：二語一虛
一實，前者虛寫，後者才是實意。其中「勝」字之意，應是制勝、克勝的意思，至於天，
則應指該語所出脈絡中指涉的天災，意指只要人事得當、有備無患，就可以克制、制服
天災。（何澤恆，2010：52-53）
也有人以為荀子〈天論〉中的「天人之分」與「制天命而用之」才是語源。然而，
何澤恆指出：天人之分的「分」應是指職分，天有天職、人有人的職分，人無須管上天
自然的職能，只要善盡人事，人事吉凶不能祈求、責怪天而要自行負責。至於「制天命」
則是指掌握自然規律，如依式剪裁般從事人的種種作為。其意主要在反對聽天由命、放
棄人事努力，而非征服、戰勝自然。（何澤恆，2010：54-56）
至於固定成「人定勝天」，成為後世成語，則在北宋蘇軾一門師友。如李新在〈上
皇帝萬言書〉中說：「自古及今，人不勝天。人定能勝天，天定亦能勝人。」其意在指
人終不能勝天，其中「人」是指負面人事作為，
「天」則指天理、天命的正義。
（何澤恆，
2010：61-64）
4

該條詞目見以下網址
http://dict.concised.moe.edu.tw/cgi-bin/jdict/GetContent.cgi?DocNum=36072&GraphicWord=&QueryString=%
A4H%A9w%B3%D3%A4%D1
取錄於 2014／12／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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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南宋時，汪藻將該語由負面意義轉到了正面，在他的〈星變請御正殿表〉中說：
「然人定勝天，卒至妖氛之息。」意指經由合宜的人為努力，可消除凶災、禍亂。此後
正面用法漸見普遍，如祝泌《觀物篇解》
：
「保民無疆者，聖人之常。人定勝天，易否而
泰。」以為人事上的易否為泰，是聖人保民之常。於是，「人定勝天」由原本的人力暴
虐、人事橫逆，一轉而為人為的努力、人事的守正。此後明、清學者即恆用此正面含意。
（何澤恆，2010：66-68）
這種正面用法，何澤恆歸納出多應用在四類事項：改移人生命運際遇；防禦天然災
害；醫家治病保健；戰鬥用兵。都是針對個人或社會大群之不良遭遇而施以人力救濟，
「勝天」是在挽救天的偏失。（何澤恆，2010：68-75）
反過來，不由除害而由興利看，則在農事上可以看到肯定人為改造功能，如明馬一
龍《農說》：「力不失時，則食不困。知時不先，終歲僕僕爾。故知力為上，知土次之。
知其所宜，用其不可棄；知其所宜，避其不可為，力足以勝天矣。知不逾力者，雖勞無
功。」要先知天地，明白人之當為不當為，才是「知力」
，才算得是「力足以勝天」
。這
是古人盡人性、盡物性以參贊天地化育的意思，絕無與天相抗、戰勝自然之意。（何澤
恆，2010：75-76）
由此一事例可見，要討論天人合一觀在今日社會的意義與可能發揮的作用，必須放
在我們自己的社會、歷史、文化脈絡中來理解、詮釋其意含，再以之與現代性對話。如
果不顧其背景、淵源，直接將其引入第二現代性的語境中，則所得到的，只是該語境中
本有之義，別無新意，遑論要以之建構起我們自己的現代性。
此所以，有學者主張，傳統天人合一觀是低級、原始的合一，今日之世要應用「天
人合一」觀需先有番迂迴，在認知上先將「天」、「人」進行一番主客二分的思想洗禮，
將其做一番現代轉化，才有可能進階到後主體性的、高級的主客不分的天人合一。（陳
業新，2005：78-79）
這樣的思考，一來低級、高級之分是以西方的思考模式為依據；再者，天人合一絕
非天人不分，而是並非主客二分；此外，西方的主客二分思考，是其陷入今日困境的主
因之一（最典型的，就是主體宰制的問題），依樣畫葫蘆地糊里糊塗跳進此一困境，只
是自行陷入原本不必有的煩惱，又如何可能進階到高級的主客不分。何況，既是要依西
方的思考模式進行，則何來此所謂高級的主客不分？
同樣地，若就生態倫理言，則以下楊慶堃對天人合一觀的介述：（楊慶堃，2007：
250）
「人類能部分地掌握命運決定權的觀念源於儒家學說，儒家將人類置於宇宙秩
序中較高的位置。人、與天和地一起，是為宇宙的三綱之一。在儒家看來，造
就天和地的虛無飄渺的物質，氣，也一樣造就了人。這種共同的物質使天道和
人道相互貫通，也是一種先天之善，從而使人類在道德和智力上臻於完美，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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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瞭解為奠定文明社會的基礎所發生的天與地的巨大轉變和孕育過程。聖人是
完美的，雖然如此，人和人類的完全性使孟子斷言任何人都能夠通過教化和自
律成為聖人，因此自我完善不僅是少數傑出人的責任，而且是所有人都要身體
力行的。
正是人類在宇宙秩序中的較高位置這一信念賦予了儒家天命思想一種積極的
意義，並激勵人們將其自身的道德修養與一種超人性的感知以及天本身視為等
同。」
明顯的是一種人文主義。但是，天人合一觀的人文主義雖然絕無可能是生態倫理理論中
的 「 非 人 類 中 心 主 義 （ non-anthropocentrism ）」， 卻 也 絕 非 「 人 類 中 心 主 義 」
（anthropocentrism）
，甚至不能說是 Bryan G. Norton 所主張的「弱義人類中心主義（weak
anthropocentrism）」（Norton, 1984）
。
因為，其基本思路就不同。三種主義都立基於人與其他物種、環境相互獨立自存的
狀態，而天人合一卻是將天與人視為彼此相互關連、唯有在關連中才能各自建立。對此，
我在後面會有較清楚的解說。
必須說明的是，天人合一觀固然避免了人類中心與非人類中心的爭議，卻未必就可
以因此宣稱能發展出較二者更高明、更無疑慮的環境倫理。本文目的也不在此，而在找
出真正適合我們社會、文化的生態倫理。
至於第二節對天人合一觀在我們傳統歷史、社會的事實性展現所做介述，並非要呼
應一些學者因此得出其無助於拯救環境危機的結論。（陳業新，2005：78）而是一方面
提醒我們避免再犯前人的錯誤；其次，是要指出，前人的思慮、認知實有其不足處，我
在〈天人合一與綠化〉一文中即已指出我國傳統缺乏公共領域的認知的問題（劉久清，
2001）。
再就是，要使我們認知到：因於天人合一觀，我們必須對環境、生態的良窳負起無
從迴避的責任，這種責任，使我們無法如陳業新般，將中國生態環境事實上的惡化簡單
地歸咎於人口高度增長。（陳業新，2005：80）其實，由第二節對虎患成因的討論中，
即可得知這樣的結論乃是錯誤歸因。
至於這樣的責任意識，在思考如何化解第二現代因無法「將風險責任進行細化和具
體化」所促成的有組織的不負責任時，有無可能發揮某種正面作用？在後文也會對此做
些簡略探析。
現在，可以正式討論一下何謂「天人合一」了。我在本文，僅引用湯一介的論述加
以說明。
湯一介認為我國最早、最明確表述天人合一思想的典籍是《郭店楚簡‧語叢一》中
的「易所以會天道、人道也」
。其意為：
《易經》作為一本卜筮的書，是人們占卜、問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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凶禍福用的，向誰問？向天問，人向天問吉凶，所以說《易經》是一本「會天道、人道」
的書。（湯一介，2005：5）
湯一介對天人合一的理解是：
「天」和「人」存在著相即不離的內在關係（湯一介，
2005：5）
，
「天」這個概念在中國是指與「人」有著內在聯繫的有機體。
（湯一介，2005：
7）不同於西方的「天人二分」思想，，中國哲學（尤其是儒家思想家）認為研究「天」
（天道）不能不牽涉「人」
（人道）
；研究「人」也不能不牽涉到「天」
。
（湯一介，2005：
7-8）
《易經‧繫辭》
：
「易之為書，廣大悉備，有天道焉，有地道焉，有人道焉，兼三才
而兩之。」《易經‧說卦傳》：「昔聖人之作易也，將以順性命之情，是以立天之道，曰
陰與陽；立地之道，曰剛與柔；立人之道，曰仁與義，兼三才而兩之。」都是把天、地、
人統一起來看，而因為「天」可以包含「地」
，所以不能把天人分成兩截，
《易經》講三
才實際是認為「人」和與人相對應的「天地」是統一的一體。（湯一介，2005：8）
孔子說：
「知天命」
，是指瞭解天的運行發展趨勢；孔子說：
「人能弘道，非道弘人」，
只有人可以使「天道」發揚光大，人如不實踐「天道」
，
「天道」如何使人完美高尚？可
見在中國傳統哲學中，天是有機、連續、有生意、生生不息，與人為一體的。
（湯一介，
2005：8）也就是說，
「天人合一」的思維模式，認為「人」和「天」有一內在關係，必
須把「和「天」的關係統一起來考慮，不能只考慮一個方面，不考慮另外一個方面。
（湯
一介，2005：9）
湯一介認為天人合一思想做為解決當前生態問題的哲學思考、思想體系，有以下四
點啟發：（湯一介，2005：9-10）
「中國人的『天人合一』學說認為『知天』和『畏天』是統一的，；『知天』
而不『畏天』，就會把『天』看成是一死物，而不瞭解『天』乃是有機的、生
生不息的剛健大流行。『畏天』而不『知天』，就會把『天』看成外在於『人』
的神秘力量，而『人』則不能體現『天』的活潑潑的氣象。
『知天』和『畏天』
的統一，正是說明『天人合一』的一個重要方面，從而表現著『人』對『天』
的一種內在的責任。」
「既然中國哲學是從其『內在超越性』方面討論『天人關係』的哲學，也就是
說『天』和『人』不僅不是對立的，而且存在著內在的相即不離的關係，不瞭
解一方，就不能瞭解另一方；不把握一方，就不能把握另外一方。所以說，
『為
天地立心』就是『為生民立命』，不可分為兩截。」
「從『天』的方面說，正因為其有『生物之心』，它才是生生不息的、活潑潑
的、有機相續的。從『人』的方面說，正因為其有『愛人利物之心』，人才與
天、地並列為三才。因此，中國哲學認為，不能把『天』和『人』看成是不相
干的兩截，不能『研究其中之一能夠不牽涉另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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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人合一』作為一種哲學思想，它表達著『人』與『天』有著內在相即不
離的有機聯繫，而且在『人』實現『天人合一』的境界過程中達到『人』的自
我超越。」
湯一介指出，天人合一思想最重要的是：
「它賦予了『人』以不可推卸的責任，
『人』
必須在追求『同於天』的過程中，實現『人』的自身超越，達到理想的『天人合一』的
境界。」（湯一介，2005：10）
此所以，我在前面會說，
「天人合一」甚至不是弱義的人類中心，並強調責任意識。
卻並非如黃信二所主張的，需歸結到人的內心世界，人的「意願」、「動機」。黃信二，
2010：177），而更在於這樣的思維模式，提供我們一種看待事務的觀點、方式。
而這樣的觀點，正是對於第三節所述風險社會的理論要素中所指出人與自然二元區
分被打破的狀態，提供了一個不同的視野，一個建構我們自己的風險社會理論的可能。
風險社會是本於人與自然二分的思考，指出人因企圖干涉、改變自然，最終打破了人與
自然的分界；天人合一則是將人視為本即與自然有著內在連結，人與自然原本就非截然
二分。以後一觀點去思考如何修補現代化發展對自然的傷害，至少就我們的文化傳統
言，應是比較容易找到可能答案的。
同樣地，如果真能做到既「知天」又「畏天」，則當我們對自然採取任何行動時，
均必須隨時保持警覺，不敢任意妄行，也就能承認自己的無知，而充分接受任何行為造
作均可能產生「非所預期的後果」，行事也就更為敬謹。此外，天人合一觀本就不接受
現代性的知識界限，以之發展合乎我們文化的面對非所預期的後果的模式，也是一個可
以努力的方向。
由於我們思考天人關係從來不是個別的去界定天、人概念，再思考二者間的關連，
而是一開始就在二者相互間有著內在關係的脈絡中去思考天、人，就意味著，天與人之
間的邊界在相當程度上是流動的，是隨著特定情境而變動的。由於我們傳統既存此一思
考面向，在面對第二現代所呈現的邊界的流動與一再產生，以關係角度去重行思考此一
問題，是有可能發展出新的因應模式的。
至於第二現代塑呈現的個體化發展，我國近年來在修正制度架構時，也有著此一不
斷賦予個人權利、責任，一切交由個人承擔的趨勢，固然提高了個人的價值，卻也因此
對個人造成壓力，甚至影響到整個社會的人際關係。如何緩下來重行思考，回過頭來檢
視我們以關係思考個人的傳統，設想出能兼顧個人與他者關係的制度架構，應是一值得
努力的目標。
當然，如本文第二節所顯示的，今天要思考天人合一，絕不可完全拋棄今天的自然
科學，而需能與之相應，要善用科學研究成果，也就是「知天」；更要避免該節所述將
天人合一觀用於人事的結果，是引發為自保與互鬥而不惜忽視事實之弊。
但也不再是專家掛帥的專家主義，風險社會中呈現的在相當程度上是專家失靈，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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府也失靈的現象。既然風險是沒有階級，需由所有人共同承擔的，則身為公民自然就必
須能夠站出來加以承擔，而這正與天人合一要求於人的責任意識相應。差別在於，我國
傳統欠缺公共意識，如何將天人合一的責任意識與公共意識結合，是另一必須努力的課
題。
只不過，要討論與自然相處之道，也不可全由政治權力考量，還需有法治規範，這
正是民主法治的價值所在。如何以關係中的個人，而非原子式的個人去發展真正適於我
國社會、文化的民主體制，進而減緩風險社會制度性的不負責現象，也是一個必須努力
的目標。對此，我在 2013 年發表的〈個體自主性、民主與中華現代性〉 一文中已略有
處理。
其實，要以我們傳統的天人合一觀思考、探討生態倫理還有另外一種模式。
李根蟠以無法接受前受湯一介天與地可合為一、以天統合地這樣的見解出發，主張
應是天、地、人三才並舉，強調必須兼顧天時、地利、人和（人力）。並以歷史學、農
業史的角度重行建構三才理論，主張三才理論出自我們先民具體的農務實做，再回過頭
來指導我們傳統的農事思想、理論，進而擴充為經濟、政治與日常生活之指導原則，更
可以成為我們今日追求永續發展的指導原則。
（李根蟠，1997。李根蟠，1998。李根蟠，
2000。李根蟠，2004）
但是，這樣的推論迄今尚無法有效回應核能、基因工程，乃至人類憑科技發展不斷
跨越各種邊界，終至跨越生物與無生物界線的發展。這也是我們要討論以天人合一觀發
展出真正適於我們的現代性理論——中華現代性所無法迴避的問題。
當然，經過進一步整理探析，第二節對我國傳統的理解也不全然正確，必須注意到
特定情境因素的影響，如畬田，本是極合生態且有成效的耕作方式（藍勇，2000），畬
田會出問題在其未能與時具進，因應人口成長，以致過度開發，終至消失。

五、 尾聲
本文一如我前兩篇討論天人合一的文章，並不曾得到真正結論，而是開了個頭。
「天人合一」作為一理論觀點，固然可如黃信二般由方法論論述著手，討論其理論
設定，致力於解決其中存在的觀念問題，以緩衝其間存在的可能與否爭議。也可以是將
其視為一理論架構，探討如何加以深化、完善。
但是，如本文第二節所顯示的，「天人合一」在我國從來不只是一個理論觀念，而
是在生活世界中真實發生影響的歷史事實。
因此，我認為「天人合一」於今日、今時對我們來說最重要的意義，不在於是否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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藉以彰顯傳統中華文化的優越，甚至也不在強調其為所以對治西方世界發展出現代性所
製造的問題之解方。
真正有意義的是，
「天人合一」對我們今日生活究竟有何意義、可以發揮何種作用？
「天人合一」是否有助於我們面對身處第二現代，所不得不承受的種種因非所預期
結果而產生的人為製造出來的風險，以及有組織的不負責與制度性的個人化處境？
「天人合一」的思考模式是否有助於我們發展出一適於我們的現代性文化？
這些問題如在第一現代提出，其主要考量點，端在於如何將其融入在現代化啟動以
來，由西歐北美建構的現代性中，以充實、發展現代性，或矯治現代性的不足、缺失。
在第二現代，則因於對多元現代性的肯定，與對現代性思考模式的質疑，問題開始
轉向如何發展出適於我們獨特歷史、社會、文化情境的現代性模式？如何有助於面對、
解決我們所遭遇之獨特問題情境？
也就是說，「天人合一」對我們發展「中華現代性」有何作用、價值？
當然，這樣的思考，固然非如五四諸君子所倡言的全盤西化，也絕非義和團式的全
盤否定現代性的價值，而是在肯定現代性發展之無從迴避前提下，與現代性持續進行對
話。
所以會在第二節耗費偌大篇幅討論「天人合一」觀在我國歷史實踐上所出現的缺失
與不足，不在否定其價值，而是要提醒我們，今天要運用此一理論觀念，就必須避免再
犯這些錯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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