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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計畫緣由與目的

環境倫理學的討論起始於廿世紀的六十年代，乃是圍繞環境污染破壞現象所
進行的宗教和存有論的終極關懷而展開。七十年代已成為多元學術領域的研究共
法。地理學界透過其原本既有的自然生態和人文生態的學術領域，也相當關心地
球上日漸嚴重的環境問題，因此也參與的環境倫理的研究。

地理學強調區域獨特性，近年來因應亞洲地區地理環境的特殊性，而興起亞
洲研究的熱門，關於亞洲特定環境倫理議題之研究，亦逐漸受到重視。在這樣的
背景下，關於東方重要的宗教和存有論經典中的環境倫理思想，也在很短期間內
被學界加以留意，在中國研究方面，已經展開儒學（教）、佛學（教）、道學（教）
以及陰陽學（堪輿風水術）等傳統思想智慧中環境倫理的研究及詮釋，地理學依
據其區域學及生態學的專業，關切國人的環境經典和環境行為的互動關係，因此
自然逐漸注意到三教五行的環境倫理及其大地實踐性。

以人類文明體而言，上層觀念與下層器物會辯證互動而形成其社會結構，中
國日常生活上的環境行為，必以他們傳統文化中的環境倫理為其基底。儒家倫理
影響國人甚大，其經典的環境倫理深值詮釋；而儒家經典又以《周易》（含經與
傳）為首；基本上，《周易》強調生態和生命的永續以及雙元性力量（陰與陽）
的和諧性生機，彼以所謂「生生之謂易」以及「天地之大德曰生」提示了其倫理
觀，對於當代世人的環境保育深具啟發性。因此本研究以《周易》為文本而詮釋
其環境倫理，這方面主要呈現其古典的永續和諧及尊重自然和多元的思想，基本
上，本研究擬依地理學的文化生態概念進行《周易》以及相關重要的詮釋文本的
環境倫理思想體系和內涵予以釐清，此工作之後，本研究將進一步探討國人在其
生活上，究竟實踐了多少《周易》的環境倫理智慧，而此方面則牽涉到實際的生
活空間環境保育環境審美的課題。

貳、中文摘要

現代化產生的環境生態的破毀和污染問題，追根究底，世人需從「機械論式
世界觀」典範轉回到本來的「整全生機式世界觀」典範，方能澈底對治。當代生
態保護運動和思潮以及環境倫理哲學，已正面積極提出整全生機式的觀點，而以
視大地如母的倫理，安置人文與自然的合一且和諧的親情式之關係。
    整全生機式的典範，並非現代產物，乃是人類古典的天人智慧，中國經典中，
整全生機之天人智慧，包括儒道陰陽諸家，均十分充盈豐富，有待我們開展當代
性的經典詮釋而將古典智慧加以喚醒。
    儒家是中國文化和思想的主流，其重要經典，特別是其經中之經的《周易》，
承載著中國人的天人合一式的自然生態觀以及環境倫理；我們認為中國古代經
典，並非哲人透過懸想玄思而在思想觀念上建構而形成，而是經由深切著明的生
活和文明之實踐過程，往上提升而形成。中國人自古在大地上建立了有機生態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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耕文明，中國人之心靈即於此大地基盤上，逐漸提升其思想而形成了人與天合一
和諧之整全生機式本體宇宙論，而於《周易》中充分呈顯，而中國人在有機農業
文明中所特有的人與大地親和的環境倫理，就是從這個思想系統中蘊涵而發生，
《周易》即此倫理之載體。
    本文以詮釋學的方法，就《周易》經傳文本以及有關於當代生態哲學、環境
倫理等文本，進行古典和當代之思想觀念會通之詮釋。首先從〈易繫辭〉所提供
的農耕訊息討論中國天人合一的環境倫理之基盤，此即中國的有機農業文明；再
論及從此農耕生態之基盤而提升形成的「氣」的連續聯繫型宇宙思維形式；又再
詮釋《易經傳》的環境生態觀和環境倫理；最後則畫龍點睛地點明〈易傳〉是以
「仁」為核心之道德理想主義之生態觀，仁之觀點的生態觀和環境倫理學，正是
中國特色的當代環境生態之智慧。

關鍵字：儒家、周易、易經、易傳、仁、氣、環境倫理、生態、整全生機論、有
    機農業

參、Abstract：
   Ecological damages to the environment originate from  “the world view of 
mechanism” , which is the center idea of modernization. Before the modernized 
society, human had regarded the earth as their mother with  “the world view of 
holistic vitalism” , and always kept an ecological relation with the nature generally in 
harmony and intimacy. However, human then harm the maternal nature with their 
industrial techniques during the world's modernizing process. Thus the main concern 
in contemporary environment ethics would be to return to the holistic vitalism so that 
we could heal the wounds of our environmental ecology.
   And the thoughts of an ethic relationship that is harmonious and intimate between 
heaven and human, are represented in  “Chou-Yi”（《周易》）, which is a significant 
Confucius canon of the holistic vitalism in China. The essay proceeds the 
interpretation of integrating both classics and contemporary thoughts and concepts in 
a hermeneutic way as far as the content of  “Chou-Yi” , and texts which are related 
to contemporary ecological philosophy and environmental ethics are concerned.
   First, I would discuss the basement of Chinese of environmental ethics, which is 
the Chinese traditional organic agriculture and also represents the concept of the 
union of heaven and human, in accordance with agricultural signals that derived in
“Yi-Jih-Ts'u” （〈易繫辭〉）; then the cognitive form of the universe as an 
uninterrupted continuum, the concept of  “Chi”（「氣」）, which was arisen form that,
 we would be demonstrated; after that, we would have an interpretative work on the 
ecological view and environmental ethics in  “Yi-Ching-Chuang”  （《易經傳》）; 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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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end, the ecological view of a moral idealism which have the notion  “Jen”
（「仁」） as its core idea, would be pointed out expressively that it is what 
“Yi-Chuang”   （〈易傳〉） exhibits, and with such an ecological view and
environmental ethics of  “Jen” , a Chinese wisdom for contemporary environmental
ecology could be found.

Key words: ecology, environment, environmental ethics, the holistic vitalism,
Chou-Yi, Yi-Ching, Yi-Chuang, Jen, Chi, Confucianism, the organic
agriculture.

肆、結果與討論
    本研究不是單純的以考證訓詁為主的傳統「易學」，而是以當代環境倫理學、
生態學的思想理論來對照會通易經傳，而進行的易經傳之現代性之詮釋。同時，
筆者在研究的過程中，主張中國儒家經典的觀念系統，需有實際生活層經驗之推
衍和發展，方能往上提撕而建立抽象的思想觀念。易經傳強調生生大德，實從中
國特有的整全生機式的有機農業中，逐漸升華而形成的宇宙存有論，然後從此存
有論中舖陳其特有的環境倫理和生態觀。
    因此，本研究首先闡釋對於自然環境特有的思考形式，即「整全生機論」，
此為緒論；再則從周易繫辭中了解其中所含具的農耕之訊息，確定其為中國天人
合一的環境倫理之基盤，此為第二章；究明了中國有機農耕與周易的內在連繫之
後，本研究得以往上提升而討論中國農耕生態之律則與「氣」連續型的宇宙思維
形式之密切上下關聯，此為第三章；然後，本研究根據前三章的詮釋系統而以經
傳文本闡明周易經傳的環境生態觀和環境倫理，此為第四章；周易經傳的環境倫
理並非單純的自然主義，它與當代環境思想的倫理約束有十分相同的環境責任觀
念，本研究會通了李奧帕德的環境觀以及當代新儒家牟宗三的仁教觀念而提出了
關於儒家的特殊之環境倫理，即以「仁」為教化的道德理想主義之環境倫理，而
此觀念系統在易傳中被充分地彰著實踐出來，此為第五章。
    筆者在本研究的結論中，呼籲人們應該正視當前地球環境急遽惡化之事實，
並應從人類基本的環境倫理中，思考正確的整全生機之環境態度，周易經傳正好
貢獻了這樣的環境智慧。
    本研究經與會學者的批評以及其他管道獲得的高見，指出兩點不足，其一是
何以中國大地表現出來的環境破毀會與周易的整全生機天人和諧的環境倫理存
在著明顯之差距？其一則是中國人在日常生活中究竟實踐了多少周易之環境倫
理？此兩點乃本研究全未處理之領域，筆者接受這樣的批評，本研究確實未能探
討到這兩層現象，但由於筆者將有一系列後續的有關中國環境倫理、自然觀念、
生態思想等研究，此兩點將於後續研究中逐步完成，請俟諸來日。又，有學者指
謂本研究應可增加當代歐美的環境倫理和生態思想之著作以為參考，筆者欣然接
受，在後續研究中將增益當代西方學界相關理論之研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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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計畫成果自評
    本計畫的初稿在今年（2002）年 6 月 29-30 日，應邀於臺灣大學黃俊傑教授
主持的《東亞近世儒學中的經典詮釋傳統》研究計畫第十一次研討會上宣讀，會
議中及會議後，承蒙多位與會學者熱烈提出批評和指正，筆者據之已加以改進而
完成本研究之文本，並於 10 月初正式投稿到臺灣師大地理系的學報《地理研究
報告》，已由該學報送請校外兩名學者審查之中，預期於今年十一月出刊的第 37
期或明年（2003 年）五月出刊的第 38 期發表。
    本計畫最主要的成果在於通過中國傳統有機生態農業和周易經傳的會通比
較，依據當代環境倫理哲學之重要理論，而詮釋出中國儒家經典思想中的基本整
全生機觀的環境倫理。這是順著經典詮釋之路的關於中國儒家環境倫理和生態思
想之初步研究，此研究乃是筆者從今年度（九十一年度）開始的國科會三年整合
案（《重探中國人文傳統的自然觀－儒家的自然思想和環境倫理》）研究的基礎工
作。在這個基礎上，筆者將以三年時間一系列研究中國上古、宋明以及當代儒家
思想中的自然觀念和環境生態觀念，期望在第四年可以建立中國儒家的環境思想
體系，並且進一步探討中國人實際的環境實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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