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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環境教育的五大目標中，環境態度與價值觀是普遍被認為重要卻不容易改

變的一環，但宗教領域對此則有貢獻。本文從天主教生態神學的角度入手，企

圖尋找與歸納其環境倫理思想闡述之脈絡，以提供環境倫理教育研究與實行者

一個參考依據。教宗方濟各(Pope Francis)於 2015 年 6 月頒布通諭《願祢受讚

頌》，為基督宗教神學在當代生態轉向的代表、天主教環境倫理思想的官方里程

性定位。本文首先檢視通諭的思想根源：生態神學反省、天主教社會訓導以及

聖方濟靈修傳統；並從對人的理解、對環境的想像以及環境、社會與人的整體

關係三個幅度，探討通諭的環境倫理論述，將之歸結為開放的人文主義、肯定

自然萬物的價值、整體生態學三項。「以神為中心」是天主教環境倫理觀的基調，

由此發展出「對人的理解」與「對環境的想像」，在肯定自然界內在價值的同時，

也重視人類在世界特有的角色與承擔。通諭的特殊性是將天主教社會訓導傳統

中的團結關懷精神延伸至所有受造物，強調萬物之間的手足情誼，從「整體生

態學」觀點，強調人類社會結構與環境的整體性關聯、呼籲社會發展當以大眾

福祉為目標、重視對話與交談、倡議朝向「果敢的文化革命」與生態皈依。 

 

關鍵字：天主教環境倫理、生態神學、教宗方濟各、願祢受讚頌 

                                                      
投稿日期：2017 年 06 月 05 日；接受日期：2017 年 09 月 27 日 



環境教育研究，第十三卷，第二期，2017 年 

40 

壹、為什麼我們需要認識天主教環境倫理 

國際環境教育學者們普遍肯定環境倫理是環境教育的終極目標與本質(楊

冠政，2002；蕭戎，2015；楊國賜，2016；Disinger, 2005; Hungerford, 2005)：

環境教育不只是科學教育，其根本任務乃要能夠回答「什麼才是人與環境之間

的合適關係」(Disinger, 2005)。為此，環境教育自始就帶著清晰的價值取向

(Hungerford, 2005)，指涉不同的價值觀及衝突。然而，誠如 Bowers (1997)所批

判，環境危機雖然引發學術圈對環境倫理研究之熱潮，但環境倫理的涵育卻始

終難以深入既定教育制度之中。當前各種課程改革對於環境問題與生態危機的

因應只是添加式(add-ons)的措施，亦即在原本課程外補充相關的環境教材。這

種添加式的教學或許可以增進環境知識，卻難以轉化人們的環境素養，也無法

促成自發的環境行動(楊深坑、洪如玉，2004)。 

其實，對環境教育改革的呼籲早有先聲。1992 年，David Orr 出版了重要

著作《生態素養(Ecological Literary)》，推動環境教育從科學領域擴展到人文教

育的範疇。Orr (1992)指出，以往對環境問題的探討大多出於自然領域，然而人

類的環境抉擇、政策與行動都深受其世界觀所左右。換言之，環境問題的核心

根源在人文社會領域。因此，倘若人們的世界觀、對自然的看法並未改變，僅

用外加的方式補充環境知識教材，將無法真正轉變人們的環境意識與行為。 

再將時間往前推移。60 年代國際環境問題初上檯面之際，Lynn White 便

直指猶太基督宗教具備強烈的人類中心思想，乃是全球生態危機的歷史根源。

然而事實上，White (1967)在聲討基督宗教思想的同時，也肯定宗教價值是文化

與社會革新的基本動力：「除非我們找到一種新的宗教，或重新思考我們的舊宗

教，否則，更多的科學與技術將不會使我們擺脫當前的生態危機」(White, 1967, 

p. 1207)。為探詢基督宗教環境倫理重構的可能性，Lynn White 回溯生態神學歷

史，認為十三世紀的聖方濟(St. Francis of Assissi, 1182-1126)對萬物的關懷儼然

具備某種精神平等主義，其思想可能是基督宗教回應當代環境問題的契機(ibid.)。 

彷如答覆 Lynn White 對聖方濟的推崇，2013 年 3 月，本名 Jorge Mari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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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rgoglio 的樞機主教獲選為羅馬天主教第 266 任教宗，他選擇以「方濟各」

(Pope Francis)為稱號，期望在這個時代能夠重新重視聖方濟的精神—成為榮耀

窮人、和平者以及關愛受造物的人(Nagle, 2015)。秉持著對受苦者以及自然大地

關懷的初衷，方濟各在就任半年後隨即籌組團隊進行以環保為主題的通諭草案

撰寫1，歷時兩年半後，於 2015 年 6 月頒布號稱天主教會內首部以生態環保為

主題的通諭《願祢受讚頌—論愛惜我們共同的家園(Laudato Si’: On Care for Our 

Common Home)》。在《願祢受讚頌》的前言，方濟各開宗明義指出，「為保護我

們共同的家園，最迫切的任務包括如何將人類大家庭團結起來，一同尋求永續

及整體的發展……。我緊急地呼籲，盼望大家能就如何體現的地球的未來進行

對話」(Francis, 2015, pp.13-14)。 

通諭頒布後即刻引發全球關注(Erickson, 2015; Lowy, 2015; Nagle, 2015; 

Spina, 2015; Vallely, 2015)。雖然通諭的目標不在闡述某種神學思想或倫理主張，

但在 Lynn White 等人批判猶太基督宗教為全球生態危機根源的半世紀後，《願

祢受讚頌》可說是是基督宗教神學在當代生態轉向的代表、是環境倫理思想的

官方里程性定位。不論是文件本身具備的教廷官方權威性、內容範圍涉及的廣

度與深度、在出版和流傳上的普及性，《願祢受讚頌》作為天主教會對今日環境

危機的回應與呼籲，其代表性與影響力都不容忽視。教宗在通諭的末章更直接

向所有環境教育者發出邀請與挑戰：「環境教育應朝向促成超越的躍進，因而賦

予生態倫理最深刻的意義。我們需要能夠促進生態倫理發展的教育家，透過有

效的教學法，協助人們成長於精誠團結、承擔責任和憐憫關懷的氛圍中」(Francis, 

2015, p.210)。 

然而，在中文學界除相關神學與宗教性的報導外，環境倫理與環境教育界

對此通諭的關注卻相對闕如。據此，本文願做拋磚引玉之用，希冀先簡略回顧

《願祢受讚頌》的定位與其思想淵源，對其環境倫理論述與當代思潮的聯繫作

一初步的探討，並粗略規整各界對通諭的批判與回應，盼能引發台灣學界從更

多元的角度省思並展開對話。 

                                                      
1一般而言，「通諭」(encyclical)是教宗寫給整個教會的正式牧函，是教宗最正式地行使

他作為教會最高牧者及教師角色的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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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願祢受讚頌》的文件定位與架構 

在天主教的傳統中，教宗與主教團成員具有行使「教會訓導權」

(magisterium of the church)的職責。訓導權可分為特殊訓導權與平時訓導權，前

者是對信理及教義作正式而終極性的定斷，在天主教會內具有不容錯誤的權威；

後者又稱為普世訓導權(universal magisterium)，雖不似特殊訓導權般的必然不

可錯誤，但也不同於神學家間的自由爭論，具一定意義上的權威性。近代教宗

多藉頒布通諭的方式施行其普世訓導權(輔仁神學著作編譯會，2012，p.418)。

傳統上，教會訓導權的內容多是針對信理與倫理，直到 19 世紀末才開始有針對

當代人類社會境況進行分析與回應的社會訓導(Catholic social teachings)，而《願

祢受讚頌》就文件類別而言，即隸屬於天主教社會訓導的整體之中(Francis, 

2015)。 

《願祢受讚頌》最核心的呼籲，是「為保護我們共同的家園，作迫切的任

務包括如何將人類大家庭團結起來，一同尋求永續及整體的發展」(ibid., p.13)、

「盼望大家能就如何體現地球的未來進行對話，所有人都應參與，因為我們經

歷環境的挑戰，及人性的根源，它們涉及所有人同時也影響所有人」 (ibid., p.14)。

通諭在前言中指明其所涵蓋的多個主題包括：窮人和地球的脆弱性兩者之間的

密切關係、世上萬物彼此相連的信念、對來自科技的新範例和新權力形式的評

論、號召眾人力求認識經濟和社會發展的其他途徑、受造物的各有其價值、生

態的人性意義、直接坦誠討論的需要、國際和本地政策的重大責任、丟棄文化

及一種新生活方式的建議等等。然而，教宗也坦承這些問題不可能一次就處理

完，而是要不斷的重新整理和補充內容(ibid., p.16)。顯然，通諭的目標不在建立

天主教生態神學的系統性論述，甚至，對環境倫理的闡述雖是核心，卻也不是

主軸，更重要的是如何從各個層面促進行動的改變以達致所謂的生態皈依。 

結構上，《願祢受讚頌》分為六大章共 246 條。第一章首先指出種種環境

與社會惡化的事實，包括污染與氣候變遷、水資源的問題、生物多樣性消失、

生活品質惡化到全球性的不公義現象，強調為面對共同家園的困境，需要全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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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的交流與團結。第二章則回歸猶太基督宗教傳統，從信仰的角度定位人與他

人、與自然以及與神的關係。第三章探討當代生態危機的人性根源，批判過度

的人類中心論是對人類存在地位的曲解，而事實相對主義則是促成人類物化手

足同胞、貶抑自然萬物的元凶。第四章提出為解決今日的生態危機，需要一種

整體性的生態學，其中包含對人類、對社會及環境層面的共同尊重。第五章回

到國際社會政治、經濟及科技的脈絡，指出日後探索後行動的方向。最後第六

章提倡藉由環境教育來落實生態倫理發展、以促成真正的「生態皈依」。就內容

而言， Tucker 與 Grim (2016)將《願祢受讚頌》通諭歸納為生態(ecology)、經濟

(economics)與平等(equity)三個特點；莊慶信(2017)則將其規整為五大特色：(1)

釐清生態危機的真正根源；(2)強調整體生態學；(3)關懷窮人；(4)提出更寬廣的

對話及行動方向；(5)邀請世人生態皈依。 

參、《願祢受讚頌》的思想淵源 

由於在天主教會的訓導傳統裡，通諭不同於一般神學著作可自由辯論，而

具有特殊的權威性，因此通諭的頒布通常會在神學辯論達到一定的成熟度之後，

再由教宗聯合主教團作出普遍性的方向指導。通諭也不同於朝令夕改的官方文

件，天主教會極為重視傳統的延續性，各通諭的主張之間當有一定的聯繫。《願

祢受讚頌》雖是天主教會內第一部以環境為主題的通諭，卻不是教宗方濟各憑

空產生，而是建立在既有的生態神學反省、社會訓導以及靈修傳統的淵源上。 

 一、基督宗教生態神學的反省 

伴隨著環境危機浮上檯面，環境意識在 1970 年代於全球揭竿而起，對基

督宗教人類中心傳統的批判也隨之蔓延。其中最具代表性的莫過於 White (1967)

的著作，他從歷史學的進路出發，指出基督宗教對異教的勝利是人類歷史過程

中最大的心理革命，雖然我們生活在後基督宗教的時代、思想及語言都已經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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止基督宗教化，但我們生活的脈絡仍深受其宗教原理的影響。White 的論點是：

基督宗教承繼猶太傳統，肯定人有權為自然萬物命名、自然萬物是為人而受造。

這樣的世界觀不只是建立起人與自然之間的二元關係、破壞其他宗教傳統信仰

中的萬物有靈論，更將自然視為客體，成為人類研究與控制的對象。White 認為

這樣的世界觀是當代科學與技術發展的原理，因此當代科技發展對自然造成的

破壞，基督宗教責無旁貸。 

White 的批判雖然揭起各界對基督宗教人類中心傳統的討伐，但也引發不

少反對聲浪，如 Moncrief (1970)隨後便在 Science 上發表另一專文，認為文化變

項才是環境危機的核心因子，批判 White 的歷史考據缺乏文化辯證的向度。對

於 White 引發的迴響已有許多專文論述(如：Jenkins, 2009; Whitney, 2015)，本文

不再贅述，重要的是，這一波全球性的環境關注以及神學反省，也開始在基督

宗教內發酵。基督宗教各流派的生態神學觀各有不同，於 1970 年代後也有不同

的發展。就天主教會而言，Allen (2009)嘗試檢視近代天主教會內的生態神學觀，

將其分為革命者、牧者、懷疑者等三種不同的生態立場，其中改革者如與懷疑

者偏重神學理論的發展，牧者則重視實踐。Allen 認為耶穌會的德日進神父

(Teilhard de Chardin，1881-1955)是改革者的先鋒，所提出的進化論與宇宙基督

論是天主教環境神學的轉捩點。德日進接受演化論，並嘗試從基督信仰的角度

論證宇宙之「有」及物質的進化潛力都來自天主。他的著作於 1960 至 1970 年

代間引發大量的關注與後續研究，其思想也影響 1970 年代間召開的梵蒂岡第

二次大公會議，推動天主教的神學朝向更為重視動態與過程的方向發展。德日

進的跟隨者持續在天主教會內推動生態意識與既有神學的整合，他的學生、當

代著名的生態神學家 Thomas Berry 直接指出如果天主教教義要擁抱生態，就需

要一種徹底的翻轉。然而與之相對的，懷疑論者如 Antonio Gaspari 與 Riccardo 

Cascioli，則是強烈反對環境主義者的災難說，認為對環境災難的警告是為增加

某些環境與媒體團體的利益，也大力反動 Peter Singer 等人提出的動物權利論。 

《願祢受讚頌》的生態神學觀明顯受到德日進等人的影響，強調社會環境

間的整體性與動態性，並從宇宙整體進化的角度來萬物內在的多元關係 

(Francis, 2015, p.86)；面對懷疑論者的指控，教宗一方面呼籲全球重視環境危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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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面也提醒基督徒當在信仰內持守信心。顯然，站在促進對話與交流的立

場上，通諭不願針對當代的生態神學反省點名回應，僅提出主要方向，希望為

神學的辯證保有一定的自由空間。 

二、承襲天主教社會訓導的傳統 

天主教社會訓導的濫觴，是 1891 年教宗良十三(Leo XIII)為回應工業革命

與資本主義興起所撰寫的《新事》通諭。此後至今一百多年間，歷任教宗分別

針對不同時代的人類社會境況，對國際政經、社會、民族發展等議題進行分析，

頒布主題各異卻又互為整體的訓導文件，以提供基督徒在日新月異的全球脈絡

中，能有反省的原則、判斷的標準及行動的指引(若望保祿二世，1994)。作為天

主教社會訓導的一環，《願祢受讚頌》一方面依循既有訓導文獻對人類發展的關

懷，另一方面也因其特殊的時代性，面對當代環境危機，首度將社會訓導向來

重視的團結關懷(solidarity)精神拓展延伸至與自然萬物的連結，將環境與人的關

係放置在社會倫理反省的核心(Annett, 2015)。 

在梵蒂岡第二次大公會議 (1962-1965)之後，由於受到馬里旦 (Jacques 

Maritian, 1882-1973)整全人文主義(integral humanism)思想的影響，天主教會對

社會發展的關注逐步從政治經濟結構轉向整全人類發展 (integral human 

development)的角度，認為經濟發展的任務在於促進社會中的個人及群體朝向更

完整的自由與尊嚴(Bucciarelli, Mattoscio, & Persico, 2011)。在這整全人文主義的

脈絡下，社會訓導主張社會發展必須以大眾福祉(common good)為主要目標，並

要求社會中的每一位成員都要按自己的能力相互合作，以發展大眾福祉，並享

有大眾福祉帶來的社會生活條件。也就是說，不同於一般「人類中心主義」對

人類自身權益的強調，天主教會肯定人是向超越開放的存有，堅信人需要從專

注於保護自身生命的自我中心走出，進入與他人交談和共融的關係裡，方能在

這樣的開放中朝向真正的圓滿(若望保祿二世，1994)。 

為確保朝向他人的大眾福祉得以實現，並為克服因人類濫用自由而產生的

罪惡結構，「團結關懷」原則在發展過程中至為重要：必須能夠意識人與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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族與民族之間的相互依賴及深度連結，並承認人是自身所屬社會的負債者，既

然承受了得以生存的各項資源與條件，就有責任使人類及世界的旅程繼續向這

世代及未來的世代開放，致力於每一個人和所有人的益處，為自己也為他人負

責(若望保祿二世，1994)。在《願祢受讚頌》之前的官方文件，多是從「社會倫

理」的價值與功能角度闡述「團結關懷」原則，至 1970 年代環境危機揭露後，

陸續有生態神學家嘗試從環境倫理美德的視域，思考人類團結關懷的對象，當

不侷限於人與人、民族與民族之間，而該進一步擴展至整個生物圈，使之成為

生態性的團結關懷(ecology solidarity，或稱 bio-philic solidarity)(Butkus, 2015)。 

在《願祢受讚頌》的前言，方濟各便明文指出教會社會訓導傳統中隱含或

顯明的生態關懷，是該通諭重要的靈感淵源。例如在若望廿三的《和平於世》

通諭與保祿六世的《八十周年》牧函中，雖未針對人類生態環境問題進行論述，

但其就人類權力無限擴張及濫用的反思，已然點出今日環境問題的根源(Francis, 

2015)。在方濟各之前，若望保祿二世已率先提出全球「生態皈依」的呼籲，要

求重視發展得以維護真正人類生態的必要倫理，並闡明此倫理當「考慮到每一

個生命的本性和它們在井然有序的系統中的相互關係」(若望保祿二世，1989，

p.37)；前任教宗本篤十六則將對自然環境的反思從倫理關懷轉移到結構性的角

度，倡議人類必須消除令社會經濟失效的結構性原因，修正那無法保證尊重環

境的成長模式，因為「大自然的衰落與那形成人類社會的文化息息相關」(本篤

十六世，2009，p.51)。 

總而言之，自 1970 年代環境問題浮上國際檯面起，天主教會內部經歷了

不同程度的生態覺醒，至 1990 年代後逐漸邁向成熟(谷寒松、廖永祥，1994)。

《願祢受讚頌》承襲既有社會訓導文件以整全人類發展為核心的脈絡，及對大

眾福祉、團結關懷原則的重視，為環境倫理論述奠定了以人為本，強調人必須

向神、向萬物開放，並勇於承擔責任的基調。 

三、追隨聖方濟的自然贊歌 

如果說天主教社會訓導與生態神學反省是《願祢受讚頌》環境倫理思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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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脈骨幹，聖方濟的靈修精神便是賦予其生命力的靈魂。事實上，《願祢受讚頌》

這一名稱即出自聖方濟在生命末期寫下的《造物讚》(Canticle of the Creacures，

又譯《太陽歌》)。聖方濟於十二世紀末出生於義大利一個富有的布商家庭，在

投軍從戰被俘後大病了一場，開始反思生命的終向與意義。他深受耶穌貧窮面

貌的吸引，決定走上全然追隨耶穌的道路：放棄一切資產、擁抱窮人和痲瘋病

患、甘心情願成為最微末的、只服侍他人而不求回報的「小弟兄」。方濟簡樸而

喜樂的生活方式吸引了無數的追隨者，於 1209 年獲教廷批准成立「小兄弟會」

(Ordo Fratrum Minorum，又稱方濟會)。相傳聖方濟曾以祈禱馴服惡狼，在他所

到之處，飛鳥都會圍繞著聆聽他的講道。在《造物讚》中，聖方濟將太陽、月

亮、風、水……稱為弟兄姊妹，願造物主藉祂所創造的一切獲得讚頌(Bonenfant, 

1999/王書芬譯，2009)。這讚頌並不是出於天真浪漫的情懷，卻是方濟在重病的

痛苦中，總結一生在謙遜貧窮之道上所領受的豐盛恩典。由於深刻體會自身生

命的一切都是造物主白白的賞賜，方濟縱使在深度的病痛中仍滿溢由衷的感激

之情，自然流露而成就這傳頌數個世紀的贊歌。 

聖方濟的生活方式與靈修精神雖吸引了無數的追隨者，但他將自然萬物視

為手足的情懷在中世紀的系統神學中卻不受重視，反之，根據聖經《創世紀》

發展出的「託管模式」(stewardship)――強調上主賦予人管理大地的職責――始

終是生態神學的主流(王正平，2004)。直到七個世紀後，當環境危機襲捲全球，

生態神學家們才開始將聖方濟對大自然的態度視為環境道德的體現，認為聖方

濟在其時代背景的限制內，雖未明言主張動物權利，但他的《造物讚》顯然已

將自然萬物納入一個與人合一的精神團契裡，並將某種與人利益完全無關的價

值賦予了所有的受造物及自然過程。 

教宗方濟各在《願祢受讚頌》的前言直接提出聖方濟的精神是通諭主要的

靈感來源：「撰寫這份通諭，不能不提及這位深具吸引力及感染力的人物……。

他向我們顯示了對大自然的關注、對窮人的履行正義、對社會的承擔及對人內

在的平安，彼此之間的聯繫是如何密不可分」(Francis, 2015, p.10)。由於深度體

會萬物都源出同一造物主，聖方濟以虔敬的熱誠體會自己與其他受造物之間的

手足情誼，特別關注窮人與遭遺棄者，對自然萬物時常抱持驚奇和讚嘆的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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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說，聖方濟的生活見證了當人將團結關懷的情操向更大的自然領域開放時，

因心懷對大地的友愛之情，會自然節制掌控與消費資源的欲求，而能在誠樸的

生活實踐中朝向超越性的喜樂與富足。 

肆、《願祢受讚頌》的環境倫理論述 

《願祢受讚頌》作為天主教官方通諭，以共同的家園為主題，呼籲跨領域、

文化與族群的「所有人」能就如何關照地球的未來進行新的對話(Francis, 2015)。

其焦點雖不在於闡述天主教的生態神學觀，但在行文結構上與內容中卻充分流

露出當代教會的環境倫理關懷。以下，我將嘗試從「對人的理解」、「對環境的

想像」、以及「環境、社會與人的整體關係」三個層面梳理《願祢受讚頌》的環

境倫理思想，並分別與當代思潮――人類中心主義、生物中心主義與生態中心

主義――進行初步的對話。 

一、對人的理解：開放的人文主義 

《願祢受讚頌》常被冠以「環保通諭」、「氣候變遷通諭」稱號(Akin, 2015; 

Finger, 2015; Peppard, 2015 )，但事實上，通諭的內容只有部分聚焦在氣候變遷，

其中論及自然環境的篇幅也不佔有顯著地位(Nagle, 2015)。綜觀整個通諭的脈

絡，首先以「我們的共同家園出了什麼問題」入題，強調檢視環境現況的目的

不在蒐集資料與分析，卻是為了「勇於將世界現況視為切身之痛，藉此發現個

人如何能為此奉獻心力」(Francis, 2015, p.19)。而後返回基督信仰的角度，闡明

人之受造本質與神、與他人及萬物之間唇齒與共的緊密牽連，由此指出當前生

態危機的根源是對「人性」的誤解與濫用，為找出修補之道，需發展出一種「明

確尊重人類和社會層面的整體生態學，及其某些構成要素」(ibid., p.137)。最後，

通諭在此「整體生態學」的立足點上，指出國際社會在政策層面當依循的探索

與行動方向，及共同家園中的個人當邁向的新生活方式。可以說，通諭雖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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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境問題為軸心，但對「環境」範疇的界定卻不侷限於自然生態，而是從更廣

泛的整體生物圈與人類社會相依相存的角度進入，將生態危機的根源拉回「人」

的本質課題。因此，Nagle (2015)認為《願祢受讚頌》與其說是「環保通諭」，不

如稱為「人性通諭」(an encyclical about humanity)。 

然而，若因為通諭以大量篇幅闡述人類生命與社會相關連的課題，便將其

立場歸諸於傳統「人類中心主義」，那便是誤解了當代天主教會的人類學觀點。

如前文所述，天主教社會訓導傳統受到馬里旦整全人文主義的影響，沈清松

(1999)將此種人文主義稱之為「開放的人文主義」，與「封閉的人文主義」相對，

前者是「朝向自然、他人與超越界開放，並在與他者的關係中追求自身卓越與

相互和諧的人文立場」，後者則如馬里旦對人類中心主義的人文主義 

(anthropocentric humanism)提出的批判：以人為中心、崇拜人，結果卻無法真正

有效的尊重人類尊嚴(莊慶信，2002)。 

前任教宗本篤十六也曾明確指出傳統人類中心主義的謬誤：「當我們擁有

最終掌握權，當萬物只屬於我們、只供我們享用，受造界便受到傷害……。當

我們不再承認有什麼可以超越我們，當我們眼中只有自己而無其他，受造界便

開始被濫用」(Francis, 2015, p.6)。教宗方濟各回到被 Lynn White 稱為人類中心

主義肇始的《創世紀》文本，坦誠「基督宗教的人類學論述不足，曾造成一種

對人與世界之間關係的錯誤了解」(ibid., p.116)，重新指出聖經要求人耕種及看

守樂園的目的，是為表明人類和大自然之間具有相互責任的關係。如果有人據

此將人的管理責任視為具有操縱性和破壞性的，便不屬於教會對聖經所認知的

正確詮釋(ibid., p.67)。方濟各認為《創世紀》以象徵性及敘述性語言描繪出的圖

像，其實是為了表達人生命的基礎建立在三個相互交織的基本關係上：與天主

的關係、與近人的關係、以及與大地的關係。這三者關係的本質即是創造者與

受造者、以及受造者彼此間的連結，因此，當人類封閉性地企圖取代造物主的

位置、拒絕承認自己受造的有限時，這三個基本關係就會遭受破裂，這破裂即

是基督宗教倫理中特有的「罪」的概念。由此可見，《願祢受讚頌》開放性的人

文主義立場，其實是「以神為中心」的倫理觀，主張若要適當地面對環境危機，

首先要適當地理解人性；同理，若要適當地理解人性，首先則要適當地認識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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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主(Nagle, 2015)。 

回歸人性角度面對當代生態危機，教宗方濟各首先批判科技發展促成了一

種非差異化且單一的典範(undifferentiated and one-dimensional paradigm)，這種

典範推動主體以邏輯與理性的步驟、採取控制及改變的技術逐步掌控客體，使

人類與物質處於對立的兩面，彼此不再伸出友誼之手(Francis, 2015)。並且，科

技的專業化使得知識不斷被細分切割，人們再難以宏觀地看見事物的整體及彼

此之間的關聯，以至於在面對環境問題時也往往注重科學的回應而忽略倫理的

視野。站在整全人文主義的角度，我們不能輕率地將科學技術的進步與人類歷

史的向前發展劃上等號，反而必須更謹慎地覺察在這其中人性的改變，小心避

免被拉向單一方向的膚淺文化。 

二、對環境的想像：肯定自然萬物的價值 

《願祢受讚頌》一方面抨擊傳統人類中心主義錯誤地強化人對世界的掌控

權，另一方面同時譴責生命中心主義忽視人類的特殊價值：「一個偏差的人類中

心主義未必要向生命中心主義讓步，因為這會引起另一失衡狀態，不但無法解

決現有問題，反而增加新的問題」(Francis, 2015, p.118)。 

教宗方濟各肯定自然萬物的天賦價值，但反對將人類與其他生物視為同等。

事實上，天主教會自第四世紀的聖奧斯定(St. Augustine, 354-430)起，便有「自

然之書」的觀念，認為受造界就像寫滿天主訓誨的書籍，刻劃著造物者的痕跡

(谷寒松、廖永祥，1994)。《天主教教理》也明確指出：「萬物都有其……美善的

特性，……各樣受造物在它們的本性內，各以自己的方式反映出天主無限的智

慧和良善的光芒。為此，人該尊重每個受造物的優點，以免濫用事物」(公教真

理學會，1992，p.339)。「受造界」一詞在猶太-基督宗教傳統的意義裡，其實有

比指稱「大自然」更廣闊深遠的意義，它表達一種愛的聯繫，即自然萬物是在

創造者的愛內生成的，本身是一種恩賜，雖不具神性，卻能彰顯造物者的光芒，

呼喚人與生命的本源建立關係 (Francis, 2015)。 

然而，肯定受造物的天賦價值並不意味著主張所有生物都具有同等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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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宗方濟各憂心，生命中心主義對人類優越性的否認，會剝奪人類獨有的價值，

一旦人無法承認和重視自己在知識、意志、自由和責任方面的獨特能力，我們

將無法期望人類能擔負起對這個世界應負的責任。基督宗教傳統慣從「託管」

角度看待人與自然的關係，肯定造物者賦予人類管理萬物的職責。儘管託管理

論強調人類不是主人而是管家，但這樣聚焦在管理權的論述，不小心就可能流

於傳統人類中心主義對環境的掌控與操縱觀。在《願祢受讚頌》中，方濟各顯

然更重視人與自然萬物之間手足情誼式的「團結關懷」甚於管理職責，後者的

關係出於責任，前者同樣肯定責任，卻帶出更深的連結(Longbottom, 2015)，而

這連結即是人性尊嚴的基礎。站在開放的人文主義立場，人性尊嚴是在與神、

與他人及萬物的交織互動中實踐的，當其中一環出現病徵時，顯示三者關係都

同時受到損傷。因此，面對環境危機時，方濟各期待我們敢於自我詰問更深入

的生命課題：我們生存於世的意義是什麼？我們工作和奮鬥的目標是什麼？地

球需要我們為她做什麼？當我們能承認大自然的價值與脆弱、同時也意識造物

者賦予人的能力與責任時，我們將被挑戰去設計出更明智的方式，以導引、發

展並限制我們的權力。 

三、環境、社會與人的整體關係：整體生態學的思考與實踐 

從人性角度闡述今日生態危機的根源後，方濟各接著提出「整體生態學」

(integral ecology)的呼籲：「既然萬物是緊密的息息相關，要解決現今的危機問

題，需要有全球性的全方位願景。所以我建議我們共同探討一種包括明確尊重

人類社會層面的整體生態學，及其某些構成要素」(Francis, 2015, p.137)。此種

整體生態學主要是從人類發展的立場，以大眾福祉為目標，追求社會中的每一

個人均能在自然環境與社會結構交織的網絡中達致全人發展。雖然同樣強調「整

體」，方濟各的整體生態學與生態中心主義顯然有不同的觀點。 

生態中心主義的奠定者 Aldo Leopold (1887-1948)，在致力於林業及野生動

物管理多年後，提出一種以「大地共同體」為基礎的大地倫理觀(王正平，2004)。

Leopold 認為，共同體的拓展即倫理的進化，而大地倫理的目標不僅是要擴充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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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共同體的界線，使之包含土壤、水、植物與動物，或由他們組成的整體—大

地，更是要將人類的地位從征服者改變為大地共同體內的普通公民。並且，

Leopold 主張在這大地共同體內，整體和諧的重要性高於生物個體。這整體主義

式的論點雖突破了生命中心主義見樹不見林的狹隘，反之卻也遭受「見林不見

樹」的批評，例如 Tom Regan 抨擊大地倫理學實為一種「環境法西斯主義」，在

此當中找不到個體權利的容身之處(王正平，2004)。 

《願祢受讚頌》雖未引用大地共同體一詞，但顯然已將聖經中關於人際間

同屬一個身體、互為肢體的概念延伸至整個自然界與人的關係，並清楚指出在

這因同出一神而連結的「共同體」內，任何一個物種的滅絕或土地的破壞都會

損及全身：「天主如此親密地把我們和周圍的世界聯繫起來，所以當土地沙漠化

時，我們能感覺到好像身體有病。當某一物種滅絕時，我們能感到如同痛苦的

截肢」(Francis, 2015, p.215)。然而，不同於 Leopold 在整體與個體利益產生衝

突時會優先選擇前者，天主教倫理觀基於對人性尊嚴的絕對看重，堅持「在任

何情況之下， 沒有人能夠聲稱自己擁有直接毀滅一個無辜者生命的權利」(公

教真理學會，1992，p.2258)。並且，為促成真正的大眾福祉，方濟各一再重申

我們必須以「關懷文化」取代「丟棄文化」，因為真正的團結關懷不會排除任何

人或物：「假若我們的內心欠缺對人類夥伴的溫柔、憐憫和關懷，就不可能與大

自然及其他受造物有真正深度共融的意識……世上一切事物皆息息相關。因此

我們在關注環境的同時，需要對人類夥伴投入真誠的愛，以及堅定不移地致力

於解決社會問題」(Francis, 2015, p.91)。 

可以說，Leopold 是從自然界的視角來論述「整體」，試圖翻轉人類在自然

界中的角色；而方濟各卻是站在開放的人文主義立場，嘗試將共同體的關懷延

伸至整個受造界與人類社會。因此，在闡述「整體生態學」的篇章中，他首先

界定這是一種「與環境、經濟和社會相關的生態學」，需要我們打破既有的知識

切割與學門分類，以全新整合的宏觀視野來進行探索。由於「環境」所指涉的

內涵其實是一種「關係」，存於大自然和我們身處的社會之間，是故沒有單獨的

環境或生態危機，所有問題都發生在大自然與人類社會的交織作用中，若我們

僅從生物金字塔的角度將人看作其中的一種物種，便會忽略人類社會結構與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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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的整體性關聯。於是，方濟各隨即從不同的社會機制層面論述人與環境的合

適關係，並特別強調文化的重要性、日常生活的品質，最後更將共同體的內涵

由空間延伸至時間，呼籲我們必須尋求跨越世代的公義。 

面對環境危機帶來的威脅，整體生態學的視角帶動我們將關注焦點從因應

極端氣候向外擴展，看見整體社會因動盪不安所導致的災難性後果。為使這同

時懷抱人類社會與環境的生態視域能具體落實，通諭於最後兩章分別就國際社

會的結構面向以及個人生活的幅度，提出環境倫理實踐的方針。首先，方濟各

呼籲國際間當有一共同的計畫，並且強調這計畫若要突破歷來世界高峰會議因

試圖在追求經濟成長與環保之間取得平衡而半途自畫的困境，就必須重新思考

我們對於「進步」的想像，回歸天主教社會訓導朝向「大眾福祉」的發展觀點：

「若科技和經濟發展若不能帶來一個更美好的世界及整體性的更高生活質素，

便稱不上是進步」(Francis, 2015, p.194)。方濟各直接抨擊，當世界上有些人仍

無法有尊嚴的生活時，貪腐、過度消費以及種種消耗環境資源的行動是當被制

止的。僅將經濟成長視為進步與發展的唯一指標，就不得不承擔實際生活品質

下降的惡果，如環境惡化、食物品質低劣、以及資源的浩劫。因此，是時候「要

求世界的部分地方接受增長減少，為提供資源予其他地方」(ibid., p.193)、「我們

應加強此信念，相信減緩和生產消費的步伐也可成就另一種形式的進步與發展」

(ibid., p.190)。 

環境法律學者 John Nagle 認為方濟各在《願祢受讚頌》中提出的道德倡議

鏗鏘有力，對於特殊環境規範的建言卻擲地無聲(Nagle, 2005)。事實上，方濟各

顯然未曾試圖針對各國不同的環境情勢提出具體建言，反之，他直接表明教會

不會解決特定的科學問題或取代某些政策。作為天主教的最高領袖，他所關心

的是如何與各領域共同合作、推動坦承公開的交談，好使大眾福祉不會因特殊

的利益或意識形態而受到損傷(Francis, 2015, p.188)。 

他一再強調，為從根本上回應今日危機，我們需要一種「果敢的文化革命」，

這嶄新的文化態度不能拒絕與任何一種學科及智慧型式交談，而基督宗教的靈

修傳統便是其中一種豐富的人類襲產。相較於理性的論述，靈修傳統能夠以啟

發人心的方式，鼓舞、滋養並賦予個人及團體活動內在的意義，並進一步促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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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德的培育。方濟各認為環境美德教育在今日社會尤其重要，因為：「當某些美

德在個人和社會生活普遍地崩潰時，就會帶給人類眾多的不平衡狀況，包括生

態的不平衡狀況。這就是為什麼只提及整體的生態系統已不足夠。我們要大膽

提出整體的人類生活；指出需要促進和集合所有重要美德的價值」(Francis, 2015, 

p.224)。這些美德首先表達出一種「皈依」的態度，也就是面對愛的根源，能承

認自身的有限與錯誤、承認自己對環境及人類手足帶來的傷害，而有真正的內

心轉變。深度的皈依進一步促成朝向「超越」的躍進—學習走出自己、迎向他

人，這種「超越」使人能對「發展」有新的理解，重新肯定「節制」能帶來自

由，並以真正的手足之情擁抱人類同胞及所有受造物。據此，整體生態學的核

心任務是要推動一個「愛的文明」的進展，使關懷他人及萬物的「愛」的價值

成為政治、經濟與文化中的最高準則(ibid., p.231)。 

伍、對《願祢受讚頌》的批判與回應 

一、對《願祢受讚頌》的主要批判 

《願祢受讚頌》頒布後，各政治、宗教及環運領袖多表達高度肯定。例如

Nature 期刊的編輯，於 2015 年 6 月通諭發布後立即撰文回應，預告教宗的呼籲

與當時還要三個月後才會發表的聯合國永續發展目標的方向一致，也肯定通諭

為永續發展目標的討論指出一個重要的事實：如何不依靠媒、石油與天然氣來

確保人類的未來，不只是可以想像的，更應當是討論發展方向時的先決條件。

此外，Nature 期刊也稱許教宗以其影響力及人氣來推動永續發展與氣候變遷的

相關交談，肯定教宗的言論會將這些討論帶到學術性報告及國際公約報告所無

法達致之地。 

在各界的肯定之外，通諭也招致一定的反對聲浪。其中許多的批評認為教

宗的論述「撈過了界」，不應以宗教領袖的身分發表公共事務相關的言論，更不

當以心靈牧者的角色暢談科技邏輯的課題(Cobb, 2015, p.17)。Reno (2015)批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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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宗從神學的角度批判全球資本主義造成的生態與社會危機，卻未能對此危機

提出明確的檢視原則。對此，Nature 期刊認為教宗對資本主義與消費主義的批

判可能會招致懷疑與挑戰，但不當因此就將通諭的思想貼上天真或烏托邦的標

籤，畢竟世界性的金融危機確實為我們揭露了資本主義的失控風險。 

在環境倫理的面向上，主要的批判在於認為通諭迴避了一些較為尖銳的關

鍵議題。例如在動物權利的討論上，教宗雖指出人對動物的利用不應當使動物

遭受不必要的痛苦或死亡，也譴責販賣一些瀕絕動物的皮草，卻未對所謂的「合

理使用」或何謂不必要的痛苦及死亡進行明確的說明；而素食主義者也對通諭

隻字不提素食能夠促進減碳感到不滿(莊慶信，2016；Cobb, 2015)。 

此外，通諭在人口問題上的迴避也遭致許多批評。西雅圖大學的哲學教授

Dombrowsky 質疑教宗刻意避談人口過剩議題，彷彿是意謂著只要人類只要生

活簡樸、不浪費食物，那麼全球 60 億人口本身就不是問題(Dombrowsky & 

Deltete, 2000)。其他批評者也指出，通諭既將貧窮議題及弱勢關懷視為人類發

展的核心課題，卻未從窮人生活的角度來看墮胎及避孕的實際情形，並且，通

諭在提及國際高峰會議對環境議題的討論時，並沒有平衡報導會議中關於婦女

生育議題的討論(莊慶信，2016)。世界銀行環保部門的 Daly 則借用義大利漫畫

暗指教宗既然不婚，自己不玩遊戲就不該訂規則給別人玩；但同時他也提出通

諭避而不談人口問題的理由可能是擔心會激起教內的反對，還會導致通諭的重

點失焦(莊慶信，2016；Cobb, 2015)。 

總言之，由於通諭本身不是系統性的學術論述，而是一種長篇的宣言與呼

籲，因此所獲致的批評多是針對其內容的選擇與迴避，以及對定位不明確之處

要求更進一步的說明。但顯然，強調對話與交談的教宗在這些課題上刻意留有

餘地，雖然對科技邏輯及資本主義進行強力的譴責，但這與天主教會一貫的社

會訓導立場一致，不算此通諭的新洞見。至於最具代表性的環境倫理課題，通

諭最大的貢獻在於將人與環境的關係納入天主教社會訓導的團結關懷傳統中，

為一直以來強調管理職責的生態神學角度注入更富情感及更深入人性存有面的

幅度，也為導向二元對立及操控自然的聖經權勢做出明確的譴責。因此，儘管

在動物權利等課題上的語焉不詳使得通諭的環境倫理論述遭受批評，但整體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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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通諭仍為天主教環境倫理畫出一條清晰的界線：在開放的人文立場上承認

人類的特殊性，同時也肯定萬物的內在價值，希冀在團結關懷的情誼內，朝向

整體性的生態發展。 

二、臺灣天主教會對《願祢受讚頌》的回應 

《願祢受讚頌》頒布後，世界各地的主教團分別發文響應，在各地方教會

推動基督徒環境關懷運動，其他基督宗教派別也紛紛肯定回應。在臺灣，由於

天主教會自身體制及人員的因素，各地方團體對通諭的回應緩慢，雖引起普遍

性的關注，但在實踐上卻只仍限於零星的工作坊與講習。 

一直以來，由於天主教會社會訓導強調優先選擇窮人、與貧窮邊緣者休戚

與共，臺灣天主教會對社會關懷投入甚多，在社會服務、教育與醫療上有顯著

貢獻，但對人與環境層面的關注，就顯得薄弱。雖有部分天主教徒畢生投入環

境運動(如：花蓮鹽寮區紀復)，或有天主教中學長年致力於環境教育的推動(如：

臺中曉明女中、花蓮海星中學等)，但多限於個人與地方局部性的行動，在教會

內未能促成整體性的環境關懷氛圍。這長期以來對人地關係的忽略，一方面確

實部分反映了 1970 年代後環境學界對基督宗教人類中心的批判—長期投入社

會與生命倫理服務，卻忽視環境倫理的課題；另一方面也充分暴露了教會人力

資源受限，在既定的牧職服務內分身乏術而無能回應當代重要議題的事實。 

通諭頒布後，臺灣天主教會的官方媒體—天主教週報立即刊出導論，但卻

隔了一年才出版中文譯本。通諭頒布至今兩年，各地方團體雖陸續舉辦相關講

習與工作坊，一些具有代表性的研習場合(例如：男女修會聯合會、司鐸研習)也

開始以環境關懷為主題進行交流與討論。雖有越來越多的教堂聚會時會開始禁

用免洗餐具並留意減塑，聖誕節也開始環保馬槽的布置競賽等等，但整體而言

仍停留在反省階段，實踐行動相對匱乏。這種在行動上的「慢速」其實不僅反

映在環境關懷的層面，臺灣天主教會對社會議題的參與，向來顯得低調而謹慎，

擅長投入第一線的社會服務，而對倡議型的社會行動感到疏遠。雖然教宗在通

諭裡用了大篇幅描述了國際政治經濟脈絡對人類環境前景的影響，也呼籲生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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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及公民參與並行的重要性，但臺灣天主教會顯然還未能跟上步伐。例如

2017 年底在天主教單位主辦的生態研習會中，參與者詢問當天的主講及與談人：

「面對當前的環境危機，教會當如何回應？」主講者強調要祈禱、過簡樸與環

保的生活，對如何促進公民參與卻隻字不提。  

臺灣天主教會與環境課題疏遠了太久，即使通諭指出明確的方向，但在地

區性的實踐上卻需要時間反省、消化，以作出在地性的回應。為天主教會從事

環境推動而言，首要之急當是培力具有環境關懷與基督徒使命意識的信徒，並

拓展與其他環保團體的交流與合作。而如何藉通諭的影響力，在臺灣天主教會

內推動環境教育與環境行動，並擴大社會參與級對話，是本文作者持續在思考，

並藉行動研究持續進行著。 

陸、結語 

方濟各頒布《願祢受讚頌》的出發點，在於深刻地體認了環境與人類手足

的痛苦，被催迫著不得不以憂心如焚的關懷，尋求對話及交談的契機，願能找

出個人與社群的回應之道。雖然主要目的不是發表環境倫理的學術闡述，但在

這寫給「共同居住在同一家園中的人們」的文件中，他以近似家書的情感充分

表達了人與環境之間的聯繫、承擔與責任，更首度將整體自然環境納入人類團

結關懷的對象中，可說是天主教社會訓導從人類社群朝向自然萬物的一大躍進。 

本文從對人的理解、對環境的想像以及環境、社會與人的整體關係三個幅

度來探討通諭的環境倫理論述，將之歸結為開放的人文主義、肯定自然萬物的

價值、整體生態學三項，分別對應人類中心主義、生命中心主義與生態中心主

義。本文認為，天主教的環境倫理思想具有鮮明的人文色彩，卻不同於傳統人

類中心主義封閉於人類利益的世界觀，格外重視人與神、與他人及萬物的連結，

並且是在開放性的發展中趨向個人與群體的成全。這種人文主義其實是以神為

中心的，主張整個世界的秩序建立在創造與受造的關係基礎上，是一種愛的聯

繫。由於肯定自然萬物都是在愛內受造，因此具有天賦價值，但不因此排除人

類在自然中的特殊角色與承擔，方濟各認為，若為了強調各物種的內在價值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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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人類與其他生物視為同等，可能反而會帶來輕忽人類責任的危機。最後，從

開放的人文主義立場出發，將團結關懷的精神拓展至自然萬物的範疇後，「整體

生態學」的思想也就基本定調了：環境與社會問題是一個不可切割的整體，為

處理當前的環境危機，必須回到人類社會發展的核心，重新省思「進步」的意

義、制定一個共同的國際環境計劃、加強生態教育以及靈修培育。 

若以一棵樹來比喻《願祢受讚頌》的環境倫理觀，根部便是其「以神為中

心」的基調，由此生長而出的「對人的理解」與「對環境的想像」，就如同枝幹

般架構起整個環境倫理觀，進而延伸發展出對人與自然萬物關係的理解，最後

生長出好似樹冠般繁茂的「整體生態學」的視野及思考(圖 1)。 

本文作為拋磚引玉的初步探討，僅處理通諭中與當前環境思潮直接對話的

段落，從環境倫理學的角度，其實還有許多可延伸討論的幅度。例如方濟各提

出為促進整體的人類生活，需要增強及促進各種幫助人朝向「生態皈依」的環

境美德，這種從宗教立場出發的環境美德討論能對當代德行倫理學發展注入什

麼新的洞察？又能如何助於環境倫理教育的推行？ 

環境倫理是實踐性的倫理，若僅停留在言說的層面而無法對人類社會產生

影響，縱使以通諭的高度來頒布，也只是一紙荒言。就臺灣地區天主教會而言，

針對《願祢受讚頌》通諭的內涵進行臺灣本地化的反省是當務之急，而這樣的

反思不能只停留在教會內閉門造車，需要與各學界、宗教領域、部會單位積極

對話，以促成臺灣在生態皈依上的真正實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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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 《願祢受讚頌》環境倫理觀比擬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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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June 2015, Pope Francis promulgated the Encyclical “Laudato Si’ – On Care 

for Our Common Home,” which was viewed as the milestone of Catholic 

environmental ethics. This article firstly explored the theological roots of the 

encyclical: Catholic social teaching and the spiritual tradition of St. Francis of Assisi, 

and secondly analyzed the environmental ethics of the encyclical from three aspects: 

the comprehension of human, the imagination of the nature, and the integrative 

relationship of the environment, society and human. Based on the three aspects, the 

catholic environmental ethics could be summarized in three key basis: open humanism, 

value of creatures, integral ecology, which correspond to anthropocentrism, 

biocentrism and ecocentrism respectively. This article argued that “theocentrism” is 

the foundation of the Catholic environmental ethics. According to this foundation, 

Pope Francis not only affirms the intrinsic value of creatures, but also respects the 

special intelligence and role of human beings. This feature of the encyclical is to 

extend the idea of “solidarity,” the core principle of Catholic Social Teaching, to all 

creatures, thus emphasizing the fraternity between human and all creatures. Finally, 

Laudato Si’ brought forward the view of “integral ecology,” which emphasized the 

holistic connection between social structure and the environment, calling for Common 

Good as the goal of social development, valuing dialogue and conversation, and 

advocating the “bold cultural revolution” as well as ecological convers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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