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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人類生命的本質在於活下去且繁衍下一代，生態智慧便是以生態學為

基礎，讓人能夠有智慧地活下去的生活哲學觀。生態智慧來自於對大自然的了解，

透過自我體驗，向大自然學習，獲得自己的生存法則。經由科學的觀察、量化與

詮釋，我們可以發現大自然的變化過程皆遵循著一統的原理，包含自然力與生命

力，以及同樣影響大自然運作的人之意志力。現今由於人類對環境與資源的破壞

和濫用，使得大自然不再協調。所幸人類亦擁有看懂整個自然環境間複雜關係的

能力，能夠發現過去所犯的錯誤，重新展現人的意志力，以仿大自然之生態工程

對大自然進行修復。若每一個人都能練就對生命的敏銳度，擁有照顧大地上所有

生命之心，不抗拒大自然，而順應大自然，向大自然學習，人類便能夠持續地快

樂的活下去。 
關鍵字：生態、生態智慧、意志力 

Abstract：The essentials of human life are survival and reproduction. One of the 
intelligent surviving philosophies is ecological wisdom, which is based on our 
understanding of the change of nature. We gain our own surviving rules by learning and 
experiencing in nature. Through observing, quantifying, and interpreting, we can find 
the change of nature following some unitive mechanisms involving physical and 
biological forces, and the equally influential human will. Today, the natural environment 
has become inharmonious because of excessive and indiscriminate development. 
Fortunately, with appropriate education, the human race is capable of comprehending 
the complicated natural relationships and recognizing the mistakes we had made. With 
our willpower, these damages to the environment could be repaired by utilizing 
ecological technology. If we could learn from the nature and cherish life, human being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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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n happily coexist with natural forever. 
Key words：ecology, ecological wisdom, willpower 

一、前言 

過去，認為人是一切存在與價值中心的「人類中心主義」（anthropocentrism）

價值觀，主導著人類文明的進程；尤其進入十七世紀的科學革命時代，人開始普

遍地認為科學和技術可以操弄自然，以符合人們對自然的需求，因此認為人與自

然是分離的（Pepper, 1997）。直到十九世紀下半葉，達爾文（Charles Robert Darwin）

發表了物種原始、德國生物學家恩海克爾（Ernst Haeckel）提出了「生態學」的概

念、奧多․李奧坡（Aldo Leopold）提倡「土地倫理」（land ethic），這些理論與觀

點重新建構出人們所認知的「自然」，以及人在自然中扮演的角色。這些概念背後

的核心思想，在於將人類視為生態系統中的一個物種，而每一個物種都有其內在

的價值；除滿足基本需要外，人類沒有削減生態系統中的豐富性與多樣性的權利，

因此我們必須帶著更多的理解、關懷與尊重來和其他生物共存，於是以人類為中

心的自然觀逐漸被導向非人類為中心（nonanthropocentrism）的思想。 

跟隨著人類價值觀的改變，主要在探討人性及人際間相處之道的倫理學

（ethics），也隨著時代的變遷而有所轉變。早期強調自我、家庭、種族、地區、

國家的人類中心倫理（anthropocentric ethics），認為人與自然是分離的，否定人與

其他生物之間的倫理關係。而後因人道主義的興起，強調動物也應享有人類所具

有的自由與生存權利，形成擴展至尊重地球上所有動物、植物等生命個體的生命

中心倫理（biocentric ethics）。環境倫理學（environmental ethics）則是近代新興

的學問，旨在探討人與自然萬物的相處之道，又稱為生態倫理學（ecological 

ethics），目前正整合發展一種重視生態系整體性及其多樣性內在價值（intrinsic 

value）的生態中心倫理（ecocentric ethics）。生態中心主義（ecocentrism）的核心

理念，在於將地球視為一個整體環境，而將自然界中人類、野生物（生命）及其

棲息的生態系與生態演替過程都納入環境倫理的範疇內（汪靜明，2003）。 

二、什麼是生態智慧？ 

生態學在探討生物與生物、生物與非生物間的時空變化關係，在此定義之下，

任何與自然相關的知識連結都可以與生態學產生關連，因此，也就有所謂的政治

生態學、經濟生態學、產業生態學等跨領域學門的發展，其所代表的意涵不僅是

科學概念的認知，也包含了哲學式的生態思維，一種整體觀的概念，強調相互依

賴、完整的系統以及系統內各個群體的緊密結合。 

生命的本質在於活下去且繁衍下一代，因此我們學習各種知識、做各種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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都是為了活下去。生活得很好且非常地恰當，而非迷迷糊糊、渾渾噩噩過一生，

便是有智慧地生活。生態智慧－一種以生態學為基礎之生活哲學觀點，其功能就

是讓人能夠有智慧地活下去。 

1、智慧從何而來？ 

生態智慧來自於對大自然的了解，要看懂大自然的變化，就要利用科學的方

法。透過人直觀的洞察或客觀的量測，對觀察到的大自然現象進行量化、詮釋，

可以發現大自然的變化過程皆遵循著一統的原理，如地心引力、流體力學等能夠

將其數理化的自然之作用力，以及各類生物演化過程之天擇結果所展現之生命

力。除此之外，人之意志力亦為另一種同樣影響著大自然運作的重要作用力。 

由於人必須要靠大自然所提供的材料才能活下去，為了要知道什麼樣的食物

可以食用？如何成功獵捕動物來食用？生活上所需要的經濟來源在哪裡？我們需

要進行觀察。觀察的方法可以區分為兩種，一種是直觀的方式，直接去看、主觀

地去觀察，另一種方式則是運用各種工具，客觀地去測量。不論是用直觀或客觀、

定性或定量的方式，最後最重要的是對觀察到的現象進行詮釋，作為判斷蘋果是

否有毒、青果是否可食的依據。 

透過觀察，我們可以發現眾多的現象，但為了便於了解，我們將其簡單化

（reduction），而科學發展的最終追求亦是簡單化。透過簡單化，我們可以發現大

自然的變化過程皆遵循著一統的原理，亦即自然之作用力，如流體力學、地心引

力、化學的分子鍵、生命的天擇等等。而人類出現之後，人的意志力也成為一個

很重要的作用力，因為人的意志力時常左右了自然的力量。 

上述這些自然之作用力，除了人的意志力以外，皆可用數學的方式進行表達，

數學是一種最簡約、關聯性最佳的表達方式。舉例來說，族群遺傳學者早期以機

率計算逢機交配與固定配偶兩種配對生殖方式對基因傳遞的基因適合度

（fitness），結果得到有固定配偶但又有部分非配偶的交配方式之基因適合度最

高。近年來，利用分子生物學的技術，亦調查發現過去所普遍認為固定配偶制的

天鵝，平均有 15%的小天鵝為非固定配偶所生（Kraaijeveld et al, 2004）。兩種方式

所得之結果相互呼應，可看出生命力可數理化的程度，並由此可知，生物皆是依

循著對基因傳遞最有利之原則進行運作。 

2、中國人的生存智慧 

在西方科學尚未發展成熟之前，東方亦有一群人同樣對大地、對大自然進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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了透徹的觀察，存續了很長一段時間。 

老子是江南楚國人，小時候生活在潮濕、溫暖、多湖泊與丘陵的環境之下，

成年後至北方作官，接觸到的是黃河流域較乾燥的草原環境。藉由對大自然的觀

察，使他看到了因地理環境的改變，而產生之不同類型的環境與生物組成。由此

提出「天地不仁，以萬物為芻狗」的概念，也就是說人如草芥一般，如不知趨吉

避凶、不知居安思危，很容易就會被淘汰死亡。老子這句話所闡述的概念，與達

爾文所提出之「天擇」有著相同的意義。 

中國人常說「靠山吃山，靠海吃海」，表示我們知道要從這個大地，去取得活

下去的材料。孟子說：「臨淵羨魚，不如退而結網。」深淵裡有很多魚，但你卻抓

不到，要怎麼辦？不如退一步，做個漁網放下去捕魚。這就是告訴世人要怎麼生

活、怎麼活下去的適者生存概念。 

把這套生存方法敎給下一代，讓大家能夠安居樂業、永遠地活下去，就是「人

擇」。隨著人生存環境的不同，所演化出文化亦不同，因而發展出不同的生存策略。 

總而言之，生存之第一要務為讀懂大自然，之後便是模仿大自然之生存之道。

老子說：「谷神不死，是謂玄牝。」站在山頂上往山谷底下看，經過長時間的觀察，

山谷的神貌都沒有改變，老子的詮釋便是認為山谷裡有很多很奇怪的母性生物存

在裡頭。「玄」是指黑、奇怪的，「牝」是母，也就是母性生物。 

山谷裡母獸可以一直繁衍小獸，樹木也可以一直開花結果，因為風被山勢阻

擋，水又順著山勢往山谷底下流，山谷成為生命的樂園。由上述觀點，所延伸出

模仿大自然的生存之道，包含善水，即對水的尊重，以及尊重女性的行為。「老氏

戒剛強，柔弱生之徒」所闡述的亦是要活下去，就不要如此剛強，要似水一樣柔

弱的道理，此即中國人仿大自然之生存之道。 

『易經』裡所提之高處不勝寒、居高思危等概念，也是中國人觀察自然現象

所延伸出的一套生存策略，其所闡述的「變」、「不變」與「易變」就是時空的動

態變遷概念，而生態學所探討的也是生物與生物、生物與非生物間時空的變化關

係。 

3、智慧與荒野 

人類在大自然之中生存下來，在人類的成長過程中，所需面對環境中攸關生

死的問題非常多樣，由於荒野的刺激，使得大腦的神經細胞充分連結，大腦的演

化越趨複雜與細密。透過自然的競爭和淘汰，能夠存活、將基因傳遞下去的人，

都對大自然中的各種關係有透徹的了解，都是優秀的生態學者。如同 Meeker（19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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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說：「人類可以在荒野中生存下來，是因為在荒野中學到了生存的智慧。」 

經由知識的傳承，我們現在理應擁有同樣的智慧。但由於人口的增長，使得

我們開始想辦法便宜行事，將事務簡單化，亦即開始分工合作。每個人專精於不

同的事務，因而個人變得不完美，此時，便需要透過大家的合作，來達到完美。

如同大自然演化的趨勢，複雜度增高，生物多樣性增高，最後便是共生的建立，

而共生即合作的結果。目前台灣所面臨的問題，是只有分工，卻沒有合作。因此，

若希望社會往前發展，即要往合作的方向前進。 

諾貝爾文學獎得主赫塞（1877~1962 年）在其作品『流浪者之歌』之中提及，

「一個人能夠發現智慧，生活在智慧中，能夠以智慧加強自己的意志力，堅強自

己，因智慧而創下奇蹟，但是一個人卻無法傳授智慧，敎別人智慧」（赫塞原著，

高子涵譯，2004）。赫塞撰寫此書的目的，在於希望藉由佛陀成長經歷的描述，讓

大家能夠了解這一位有智慧的人，是如何發展形成他的智慧。但赫塞卻認為知識

是可以傳授的，智慧卻不能。 

此時，我們要問：「智慧真的不能傳授嗎？」筆者同樣認為答案是「不能」，

因為智慧一定要透過自我體驗，才能夠得到智慧。誠如 Meeker 所認為，向大自然

學習，就會變成有智慧的人（Meeker，1981）。因為大自然中存在著各式各樣的刺

激，若人能夠觀察和解讀大自然的訊息，並持續存活、繁衍下來，即表示自大自

然中學習而得生存的智慧。 

近期，舞臺劇工作者賴聲川在『賴聲川的創意學』一書中，由其自身的經驗

分析發展出一套方法論－創意金字塔，說明創意從何而來。內容同樣提及他的創

意是由智慧而來，而他的智慧則來自禪修與荒野的啟發（賴聲川，2006）。 

從人類的發展歷史、上述這些有創意與智慧的人所做的事情，以及個人的成

長經歷（見下文）都可看出智慧與荒野的關係。然而，現今的教育過程，只著重

在傳授知識與方法，因此學生只學會複製，而且太過於強調老師對學生的教導，

老師不斷地填鴨式教學，學生便只學會鸚鵡回話，因此喪失了讓學生直接自環境

中學習的機會，因而難以獲得智慧。 

4、個人的生態智慧 

挪威人哲學家 Arne Naess 早在 1973 年就開始提倡國際深層生態運動

（International Deep Ecology Movement），深層生態學強調深遠地看透世界，整個

地球的存在是個人存在的一個過程，個人的完整性需要其他生命的存在。所以，

並沒有所謂的利他主義，因為個人要完整的存在，必須要將地球維護好，讓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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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生命共同成就個人的完整性。 

個人必須經由自我體驗激發出深刻的感受、熱情與行動，發展出屬於「個人」

自己的生態智慧（Ecosophy），昇華個人的價值觀與生活觀。由於每一個人的經歷

與機遇不一樣、神經被激發的區域不一樣，所以會發展出不一樣的生態智慧，建

構出屬於自己個人的生態智慧－Ecosophy χ，如 Naess 所建構的就是 Ecosophy T，

T 是一座他所喜歡的山的名稱。 

․章波生態智慧的建構 

他早年就讀師大生物系，被訓練成為一位教師。在教書的過程中，第一個碰

到的問題就是「為什麼演化學這麼難敎？」經由不斷地思索，發現原來是「定於

一」的傳統所導致。在皇帝的威權體制下，絕對不許任何人挑戰威權，所以老師

在教書時，也不准學生向老師挑戰。 

學習科學的第一門課，即是科學的懷疑論，不准懷疑與挑戰，如何敎好科學？

由於這個原因，他毅然跳脫出傳統的教育體系，從師大生物系助教離職，到中央

研究院當臨時的計畫助理。這轉換跑道的過程，雖然損失了許多的年資與薪水，

但在中央研究院有很高的自由度，因此並不引以為憾。 

當時海邊的棘皮動物很多，因此以棘皮動物為材料進行研究並出國深造，擁

有了 10 多年研究棘皮動物的快樂時光，後來卻因為環境污染，造成棘皮動物族群

量的衰減，成了全國第一個因經濟發展而受害的學者。 

由於情緒上的困擾與無奈，他開始參與社會運動，成為民間團體的義工，和

社運朋友進行交流、互相學習，並嘗試向原住民學習與大自然的合諧互動方式。

過程中，卻發現原住民的生活智慧，早已丟失在資本主義的洪流裡，又因為原住

民沒有文字，所以智慧也流失得很快。 

章波回頭重新找尋有語言、有文字又有智慧的東西，發現中國早期的老莊思

想留有文字，而且從人類的演化學觀點來看，中文是世界上現存最古老、最有歷

史、記載最深入的活語言，因此開始閱讀古人的作品，並從自身動物、演化、生

態學的背景與觀點，重新詮釋這些思想。 

透過閱讀吸收老子的經驗，章波擁有了六千年的生命智慧，再透過學習棘皮

動物的生存策略，擁有了六億年的生命智慧。從棘皮動物身上，他學到了三種生

存策略。第一，棘皮動物沒有腦神經，因此沒有臉，便不會怕丟臉，也就是能夠

不恥下問；第二，棘皮動物是五輻對稱，沒有前後軸的差異，因此可以全方位的

合作，而不會有兩端矛盾的衝突；第三，棘皮動物很硬、有刺，可用來防衛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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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同時也會傷害到別人，因此，章波後來便放棄了用硬刺去刺傷人的這種生存策

略。 

透過如上所述的學習與內化，將時間軸拉長之後，對於事物的看法就不只這

短短的一生，會開始進行自我修正，建構出屬於自己的一套生存理念。而這些生

命智慧是沒辦法傳授的，唯有自己直接進入大自然，向大自然學習。 

由於過去這些經歷，章波深切感受到環境的劇烈變化，興起拯救大自然之使

命感。因為造成這些環境負面變化的始作俑者，便是人類本身，要改善環境、回

復大自然的生命力，便需要從人著手，了解人類這種動物之後，才可能改變人對

待大自然的態度。因此，走出純粹的自然科學學門，開始接觸社會學、走入社會。 

二、從人類的特徵看世界 

以廣義的生態學來看，人體也自成一完整的生態體系。因各器官組織間之緊

密合作、對外界環境之空氣、水、能量等資源的密切交流，使得人體生態系功能

的完整性，需要外界環境生態系之支持。當外在世界受到汙染與破壞時，將使得

人體生態系的功能同樣受到威脅。因此，以下將從人類個體的特徵為出發點，來

看世界的發展如何受人的影響，以及如何藉由重整人體生態系，推衍達成外在環

境完整性的回復。 

1、人與人腦的特徵 

人有哪些特徵？第一，人有讀無字天書、大自然符號的能力；第二，人是大

自然中的關鍵物種，亦是一種入侵物種，但仍受制於大自然的自然定律。個人的

行為價值觀雖是經由學習建構而成，且學習的速度依照個人的意願而有快慢之

別，但透過經驗的驗證與累積內化過去所學，則能進行自我修正，重塑不同的價

值判斷準則。 

我們也可以從人腦的特徵，看出人是一種分工合作機制配合良好的動物。因

為人類要生存、繁衍下一代，因此有所謂的戀愛，而男女兩性的大腦對戀愛的反

應並不相同，女性是在腦的感覺區，男性則是性慾區。 

為何會有如此的分工？女性在感覺區有愛的變化是因為需要長期、穩定地將

胎兒養大，若母親的情緒不穩定，胎兒在子宮中即無法成長得很好。男性則需要

將配子送出去，因此性慾區活躍。雄雌的分工是在生命演化過程的早期就已產生

了，這也是生命分工必然的現象。如植物木麻黃的雄花長在樹枝外側，便於散佈

配子，雌花則是在枝條的基側，有穩定的環境養成下一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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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腦不同的部位同樣掌管著不同的功能。腦幹是生命的中樞，邊緣系統掌管

情緒反應，左大腦皮質與右大腦皮質則分別處理不同的心智功能，各個區域各司

其職又合作無間，才有辦法整合複雜的生命機能。 

大腦皮質可區分為感覺區與運動區，將感覺區上的神經元依掌管各部位所佔

的空間畫成人形，可以得到一個手很大、嘴很大、眼睛很大的小人形（圖一）（漢

寶德，2004）。由此可看出人的一些特徵，如手所佔的空間很大，所以很會動手做

事、做工具、寫字、營造；嘴很大，所以人很會說話；眼睛很大，所以觀察力很

好等等。透過良好的分工合作，使人類這種動物能夠在生存、繁衍上得到優勢。 

人腦的另一個特徵，則是神經元的數量與連結是隨著時間與經驗而改變。神

經元的數量在人剛出生時最多，之後會因為缺乏刺激，隨著年齡的增長而死亡與

減少。若自小即給予豐富多樣的刺激，則能留下較多的神經元，培養出聰明的小

孩。即使留下的神經元數量相同，仍會因為每一個人生長的歷程不同，所接受到

的刺激亦不相同，讓神經元的連結方式各有不同，因此，世上每一個人都擁有不

同的世界觀。 

2、群體與個體、人類與動物間的差異 

動物行為學家研究個體與群體間的關係，發現螞蟻僅依循兩個簡單的原則，

即能達成最有效率的群體覓食行為，一是個體於行走時會釋放訊號，另一是每一

個體皆依據最強烈的訊號走。因此，當某個體與食物間的來回距離越短，表示花

費較短的時間，因而留下的訊號最強，其他的個體也就會循著此較強烈的訊號走，

而不會循著因距離較遠，留下弱訊號的路徑走（陳以明，2006）。 

雁以人字飛行的模式，也是每一個體僅依據靠攏、保持距離和維持一致的速

度與方向這三個原則來進行，人字形排列只是這三個原則的最佳呈現，並非因為

有一領導者的存在。目前已有科學家根據這三個原則，利用電腦模擬出雁的飛行

模式（陳以明，2006）。 

不論螞蟻或雁，都是單一個體僅依據一些簡單的原則，即展現了群體的特徵。

我們可以藉此來看人類的社會，有哪些是具有領導人存在所產生的行為？有哪些

是沒有領導人，僅僅是個體本身的想法所造成的行為？又有哪些是人在無形之

中，以最基本的動物本能所展現的行為？人類與其他動物最大的不同，即在人類

群體的特徵，不單單僅有基於個體本能所造成的行為表現，還有人的意志力所展

現的行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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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生態學與社會學 

人是社會性動物，所以人和社會是無法分割的，自然科學與社會學同樣是一

體的。培根即定義藝術為「人和自然的相乘」；現象學大師胡塞爾說「一切科學之

事都奠基於前科學的生活世界，而生活世界則必然根植於一定的歷史與文化脈絡

中。」 

事實上，我們只是將前人的經驗，用現代的科學方法，重新建構而成知識。

就如同長年生活在海邊，以捕魚維生的漁民，其對海洋的豐富知識，並非得自於

科學研究，而是生活所需的經年累月觀察所得。 

生物多樣性與環境的關係，如同體溫與 SARS 間的關係，是評估整體環境是

否健康的一個指標。生物種類很多，表示地球非常健康，生物種類數量減少，則

表示地球生病了。 

生物多樣性的基礎學門有分類學、演化學和生態學，然而，由於造成環境不

健康的原因來自於人類不當的超限利用，因此，若沒有進行學門間的整合，並將

之延伸至社會學，解決人的問題、修正人的行為，即無法稱之為完整的生物多樣

性學門。以分類、演化、生態學為基礎，利用社會學積極解決人類所造成的問題，

才是生物多樣性學門真正的意義。 

『見樹又見林（The Forest and the Trees）』（成令方等人譯，2001）是一本國內

多位社會學老師所共同翻譯的書，他們將其定義為給社會系學生的開胃菜。「見樹

不見林」表示只看到了個人的部份，而「見樹又見林」才表示擁有生態系的理念。

社會學所強調的是人這個物種個體之間的互動，以及人與大自然的互動；生態學

則是研究所有物種之間的互動，以及物種與大自然間的互動。生態學所研究的範

疇較廣，但動植物皆是依照簡單的本能來表現；而社會學所探討的人，卻因有其

各種不同的意志力而較動植物複雜，導致難以處理。生態學和社會學這兩門學科，

都是透過觀察的方法，進行探討。 

三、大地的危機與轉機 

章波審讀 E. O. Wilson 的『知識大融通（Consilience）』（2001 年），一再試著

將中國的哲理、經驗與其相互對應，同時也將現代科學對太陽系的發展歷史知識

加以融入，繪出圖二，用以表達地球的時空變化和自然力，以及人的破壞之下的

生物多樣性下降。現在大家都認知到生物第六次大滅絕是完全由人所造成的，如

果沒有任何的改弦更張，如復育的新行動，將會到完全沒有生命的「荒生期」。 

整個太陽系在 137 億年前由一次大爆炸而形成，在 70~137 億年前之間，光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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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物質之間可以互換，55 億年前物質開始凝聚形成地球，地球上直到 35 億年前才

開始出現生命。地球在生命尚未出現之前，環境的變遷受制於物理化學之自然力，

生命出現後，開始出現另外一個力量：生命力，影響著大地及生物之間的關係，

包含生存本能、多子多孫、適者生存等天擇的力量。 

400 萬年前人類開始出現在地球上，人類出現後，除了上述之自然力與生命

力，又增加了人的意志力在影響著整個環境的運作。自生命出現開始至人類出現，

神經系統越來越複雜，甚至發展出左大腦半球與右大腦半球之分工合作。人類持

續的知識發展導致不同學門的出現，學門一分化則學門間的交流便開始減少，形

成分工卻沒有合作的狀態，導致許多問題的產生。 

現在由於人類對環境與資源的破壞和濫用，使得大自然不再協調，目前已處

於第六次生物大滅絕階段，如果依照目前的情況繼續下去，地球未來將不再會有

生命的存在，E. O. Wilson 將之稱為「荒生期」。如同挪威學者 Arne Naess 在 Ecology, 

Community & Lifestyle（1990 年）書中引用 Peter Weseel Zapffe 的一段論述：「人類

是終極的悲劇性物種，因為他已學習、領悟到：當人類不存在地球上時，地球會

存在得更好。」但是，目前的問題，在於僅有少之又少的人了解「人類是終極的

悲劇性物種」這件事，這才是真正的悲劇所在。 

1、師法自然 

由人腦的特徵，可以知道營造是人的特質，人一定會改造環境。然而，人之

所以為人，是因為人意志力的展現。體認到人類自己過去的行為造成了環境的破

壞，又希望人能夠繼續長久存活下去，就必須開始反思，展現人的意志力進行新

的行動，如師法大自然，以仿大自然之生態工程進行修復，並發展及運用復育生

態學等相關學門積極修復地球。 

英國人即界定土木學為「導引大自然的龐大能源於保護地球上的眾生及人

類，和平且永續生存的藝術」（洪如江，2006）。有位建築師也在辛巴威的首都哈

拉雷，根據白蟻巢調溫的原理，建造了一座新型的節能大樓。不使用空調系統，

僅透過大量的通風管道設計，白天將涼爽的空氣送入大樓之中，晚上將混凝土牆

於白天吸收的熱量送到各個房間，這樣的設計使室外的晝夜溫差高達 40 度，大樓

內的室溫卻仍一直維持在 24 度左右，節省了 60%的電能消耗（陳以明，2006）。 

由上述的例子可知，模仿大自然的營造技藝（technology）、技術（technique）

與技巧（skill）都不是問題，問題是我們有沒有智慧的意志力。 

古人說「上善若水，水善利萬物而不爭」、「斧斤以時入山林，材木不可勝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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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這些皆是教導順應自然法則過活的道理。 

傳統的商業行為，從地球取得資源、製造商、零售商、消費者，到最後使用

完畢丟棄的單向過程，有 94%的資源被浪費了（霍肯原著，簡妤儒譯，2005）。大

自然的運作則是循環的模式，消費者的廢棄物是分解者的原料，分解者產生的廢

物是生產者的原料等等，不斷地循環、不浪費各種資源。 

我們應該要向大自然學習，發展循環型的經營管理模式。如丹麥卡倫堡的生

態工業園區，已發展出整個卡倫堡產業的共生關係，包括發電廠、煉油廠、製藥

廠等不同產業，透過廢棄物與原料的互補性，將資源的循環與再生融入整個生產

體系中。 

2、追求自我實現 

馬斯洛的「需求理論」說：人有生理、安全、愛與被愛、尊嚴與自我實現的

需求，而且這些需求是有層級的，在較低級的生理與安全需求滿足之後，才能發

展出愛與被愛、尊嚴與自我實現等較高級的需求；為了達到高級需求，人往往可

以捨棄低級需求上的滿足（圖三）（霍夫曼原著，許晉福譯，2000）。 

許多人往往只注意到第一句話，認為在生理的需求、安全的需求沒有達成時，

就不要去談自我實現的高級需求，因此會出現全國拼經濟、全國拼治安這樣的政

策與口號。但卻沒有注意到當自我實現的需求被滿足後，是可以捨棄低級的需求。 

事實上，『論語』里仁篇曰「士志於道而恥惡衣惡食者，未足與議也」，孔子

所闡述地就是人在達到高級需求的階段，往往可以捨棄低級需求的道理。中國文

化在 2000 年前就已發展出的道理，為什麼現今的教育會將其丟失？因為我們對自

己的文化沒有信心，不願回溯過往。我們的教育方式往往不尊重個人、不鼓勵自

我實現，學生成為老師的延伸、子女成為父母的延伸，個人的意志力無法展現。 

3、快樂地生活 

從生態學的角度去看人的生命，如何讓大地有新的生機，完成個人自我實現

又快樂地活下去？把快樂的生活經驗傳授給他人，讓別人也能夠快樂地活下去，

即是章波所說的生態智慧。 

․笑與快樂的連結 

人的大腦之中，有一個快樂中樞，位於頭正下方、眉心後方與兩耳交會之處。

30 多年前科學家進行老鼠腦部電擊試驗時，因操作失誤致使電擊到比原先計畫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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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入之處，導致老鼠異於平常的表現，一直主動按鍵讓自己遭受電擊，不吃不喝

最後死亡，才發現原來置入電擊之處為腦中的快樂中樞（Smith et al, 2003）。 

外界環境的刺激只要與大腦的快樂中樞連結，即會展現笑容。雖然不同性質

的笑話，會需要大腦不同區域的處理，但都會將訊息傳送至快樂中樞，進而笑了

起來。而這連結的過程也能夠反向進行，即單純地展現面部的笑容，同樣會將訊

息傳送至快樂中樞，產生快樂的感覺。因此，只要在做事時，也同時展現笑容，

就能夠將所做的事與快樂做連結。 

經常展現笑容，將外界的刺激與快樂中樞進行連結，就能夠輕易地讓自己的

人生快樂。佛陀教人離苦得樂，用慈悲、施捨等方式來得到快樂，用自己的笑容

感染他人，讓別人也得到快樂。西方人用笑來增加免疫力，台灣也有「愛笑瑜珈

訓練學笑」的成立，都是同樣的道理。 

中國人為什麼不能很自在地笑？因為傳統上有賣笑不賣身、士大夫正襟危

坐，以及「上士聞道，勤而行之。中士聞道，若存若亡。下士聞道而大笑。不笑

不足以為道。」等文化，使得中國人不敢笑。最常展現笑容的場合，反而是尷尬

的笑，當不知道該如何是好時，只好一笑置之。但是，笑是一件對身心有益且又

能輕易辦到的事，因此我們必須學習調整自己的行為，進行自我選擇，開始為自

己建構快樂的人生，常展笑容地做事。 

․追求身心和諧與自在 

人類的身體樣貌在 400 萬年前就已大致成型，而大腦卻是後來才越趨複雜地

演化而成。腦袋不停地在運轉與思考，可是身體往往會承接不了大腦想做的事，

身與心產生衝突，我們要如何追求身心的和諧？人類是利用生物能做事，因此需

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省能，需要適時讓大腦休息。中國的禪修，就是一套休息的

方法，禪的字義是心是簡單，如何讓心很簡單？有兩個方法，一是專心的做事，

另一是將心擴展至無我的境界。 

身體可以承接心裡所想做的事，便是自在。要讓自己不會出現心有餘而力不

足的情況，就需要盡早開始養身，培養身體的能耐與心力。中國的養身之道，包

含筋絡、氣功與太極拳等，皆依循著「老氏戒剛強，柔弱生之徒」的原理，強調

不需要太過剛強，像水一樣柔弱才可以生存下來。氣功就是運用流體力學，讓人

體內 70%的水以及空氣進行良好的體內循環；太極拳則藉由身體的放鬆，減少神

經衝動及肌肉收縮所消耗的能量，再利用地心引力及其反作用力撐直身體進行運

動，達到省能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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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自然目前已被人操作到只適合人生存，其他生物都不易生存。要解決這個

問題，人便要走入大自然，向大自然學習。訓練一個人對於生命的感受性，最好

的方式便是觀察植物，尤其是清晨陽光透過嫩葉，葉子剛要行使光合作用時，翠

綠的葉是能撼動人心、讓人感受到生命確實存在，並正努力存活下去的象徵。藉

由觀察而能夠區辨出真正活著的植物與人造的假花假草的差異，感受到生命力存

在與否的區別，當然也就能夠感受到生命力更顯著的動物的生命力。擁有對生命

的感受性，不論是動物或植物，只要當牠們遭受到迫害或威脅時，就能夠將心比

心地感受到牠們的痛苦，願意付出去拯救牠們，改善牠們的生存環境。 

四、結語 

走入自然，加強生命的敏銳度，照顧到大地上所有的生命，復育大自然，才

能夠有智慧地活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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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一、依大腦皮質感覺區上，掌管各部位的神經元所佔空間製作之「小矮人」，由

此可看出人的一些特徵，如手所佔的空間很大，所以很會動手做事、做工具、寫

字、營造；嘴很大，所以人很會說話；眼睛很大，所以觀察力很好等等。 

Fig. 1. The homunculus, a body map built in proportion to the amount of cerebral cortex 
devoted to each part of human body. It shows some human characteristics. For example, 
a great proportion of cerebral cortex devoted to hands, so human can utilize their hands 
in a variety of different functions such as making tools, writing, and building. The large 
eyes and mouth on the homunculus correspond with human’s speaking skills and keen 
observ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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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二、筆者之一章波審讀 E. O. Wilson 的『知識大融通（Consilience）』（2001 年），

將中國的哲理、經驗與其相互對應，同時也將現代科學對太陽系的發展歷史知識

加以融入，繪成此圖，用以表達地球的時空變化和自然力，以及人的破壞之下的

生物多樣性下降，如果沒有進行復育的新行動，將會到完全沒有生命的「荒生期」。 

Fig. 2. Chen mixed the contents in Consilience (E. O. Wilson, 2001) with Chinese 
philosophy, experience, and the modern knowledge about the solar system development. 
He displayed them on this diagram, which shows the temporal and spatial change of the 
earth, natural forces, and decrease of biodiversity caused by human activities. We need 
to take new restorative actions to avoid the coming of the extinction of all lif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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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三、圖示馬斯洛的「需求理論」，人有生理、安全、愛與被愛、尊嚴與自我實現

的需求，而且這些需求是有層級的，在較低級的生理與安全需求滿足之後，才能

發展出愛與被愛、尊嚴與自我實現等較高級的需求；為了達到高級需求，人往往

可以捨棄低級需求上的滿足。 

Fig. 3. Maslow's hierarchy of needs. Human have five basic needs: physiological, safety, 
social (love, affection and belongingness), esteem, and self-actualization. Each need is 
based on meeting the needs of the layer beneath it. Basically, low-level needs such as 
physiological requirements and safety must be satisfied before higher-level needs such 
as social, esteem, and self-actualization are pursued. In order to achieve the higher-level 
needs, people could often abandon the low-level ones. 
 
 
 
 

 

生理的需求 
Physiological Needs 

安全的需求 
Safety Needs 

愛與被愛的需求 
Social Needs 

尊嚴的需求 
Esteem Needs 

自我實 
現的需求 

Self-Actualization

高

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