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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東亞思想談現代人的心靈環保

釋聖嚴

一、心靈環保

以健康、快樂、平安的身心，照顧自己、照顧社會、照顧大自然，使得我、

你、他人，都能健康、快樂、平安地生活在同一個環境之中，便是現代人的心靈

環保。

環境保護，這個名詞，雖然在二十世紀之末，就已經傳遍全世界，特別是科

技文明發達的先進國家，凡是有識之士，都已發現，由於經濟資源的過度開發，

造成了人類生存環境的快速惡化，包括自然資源的快速消耗及污染，生態資源的

快速減少及消失，例如由於熱帶雨林遭到大面積的開墾，以及各種機械排出的廢

氣，加上各種生產事業造成的許多污染源，以致形成了全球性的空氣污染、水資

源污染、土壤污染，也使得南北極的冰帽在急速溶化，海平面的水位快速升高，

綠地沙漠化的面積愈來愈大，人類賴以生存的地球環境，愈來愈接近毀滅性的危

機。所以要提倡環境保護運動。

但是，由於人類的自私自利之心，根深抵固，明明知道，破壞環境、製造污

染是自害害人的事，一旦遇到跟自己的現實利益衝突之際，或者有機會可以滿足

自己的私欲之時，便會容易忘掉公益，便會不顧後果的遠憂，便會只管得到手就

好，充其量只問有沒有犯法，會不會被罰，卻不容易考慮到破壞了生態、污染了

環境，對其他的人有什麼不好，對自己生存的大環境有什麼壞影響，對後代的子

孫有什麼危機。因此，我常提醒世人:今天生活在地球村中的全人類，就像是生

活在同一個錦魚缸中的許多條錦魚，只要有一條魚拉了屎，污染了缸中的水，受

污染的是每一條魚，包括拉屎的那一條魚在內。

由於人的自私心，原是生物求生存的本能，可是人類以科技文明破壞自然環

境的速度太快，惡化的幅度太大，也為這個地球環境帶來空前的大隱憂，雖然那

種隱憂的結果，也是自然規律的制衡，卻是嚴重地威脅到人類生存空間的大災

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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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我們要提倡心靈環保，呼籲全人類，都能以心靈環保的原則，建立健

康正確的人生觀，也就是自利利人的價值觀，要讓自己、讓他人，都能得到健

康、快樂、平安的身心。好像一同乘坐在地球環境的一條大船上，所謂同舟共

濟，各自以其不同的身分、不同的智能、不同的場域、不同的角度，來照顧自

己、照顧他人、照顧社會環境及自然環境。

二、東亞思想

「心靈環保」雖是一個現代化的新名詞，其實在東西方的思想領域中，凡是

論及宇宙問題、人生問題、倫理問題的，多少都跟心靈環保相關，現在只談東亞

思想。

所謂「東亞思想J '其含意是指以發源於中國及印度的儒家、道家、釋家的

三大主流思想，開展延伸而及於朝鮮半島、日本、越南的文化領域。這是大家都

知道的事。

如果就其東亞地區來說，便是將印度的部分縮小到中國的範圍之內。所謂印

度哲學，應該包括印度宗教的各派哲學，佛教發源於印度，只是印度哲學的一部

分。印度各派哲學之中，唯有佛教哲學傳入了中國，而且中國成了佛教哲學的第

二母國，中國不但接受了佛教，尤其還能發揚光大，完成了具有漢文化特色的大

乘諸宗，例如:天台、華嚴、淨土、禪，都是在漢文化的薰陶之中成長起來的，

都是富有漢文化色彩的大乘佛教。所以，談東亞思想，就是以中國為母體的漢文

化思想。

中國古代思想之中，雖有先秦的諸子百家之說，有儒、道、墨、法、陰陽、

名家、縱橫、雜家等，其中人才最多，影響力最深遠的，似乎僅有儒家、道家。

隔唐時代便被三韓的朝鮮半島及日本的諸學者們先後接受。佛教傳入中國之後，

與儒道思想互相激蕩，經過長時間的適應、消化、再成長，形成了中國文化圈內

的主力之一，儒道二家，大量運用了佛學而有了新的生機，其中以宋明的理學最

顯著，即是出於現代人稱為新儒家的程朱陸王諸大學者的努力;道家思想在哲學

方面，似乎受到佛教的影響不多，但是在宗教層面的教典及教團方面，也有很多

是採自佛教的內容。

儒道釋三家，影響到中國周邊的幾個國家，源遠流長，乃是一項眾所周知的

事實;隨著儒釋道三家文化思潮的傳往韓、日、越南三圈，連同文字也被介紹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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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因為他們尚未發明自己的文字，他們用的儒道釋三家典籍，就是漢文原典，

尤其是儒家及佛教的思想，幾乎也就成了他們自己的文化思想。因此，我們都知

道，儒家、佛家、道家，幾乎就是東亞思想的專用代名詞，乃至是東方哲學的主

要內容，一直到了歐美的文化思想影響了東方，使得東方人對自己的固有思想體

系，起了反省的風潮，那也就是自由民主及科學的要求，使得代表東亞思想的儒

道佛三大主流，便漸漸地似乎隱退到了幕後。

不容諱言，東亞思想之中的儒道佛三家，一進入近代世界思潮的大環境後，

便顯出有點老邁而不切時宜的樣子，由於新思潮的洶湧澎辨，舊思想不僅招架無

力，一時間也難以適應，故有人喊出「線裝書丟進毛坑去」的反應。但是，東亞

思想，畢竟是歷經三千年漢印文化的淳鍊，結集了無數先人的智慧，所留下來的

文化遺產，其中雖然也有不少已是古人的糟柏，卻也不能說沒有可取可用的思想

結晶。所以到了二十一世紀的今天，民主及科技先進的歐美國家，還有不少學者

研究東亞思想，事實上，如果講到人文及人道，都不會不注意到儒家哲學，講到

自然主義，也不會不注意到道家哲學。近世的存在主義、現象學、以及今天的後

現代、解構哲學等之中，均可依稀看到一些佛學的影子，特別是新興的情緒管理

學，是以心理學的角度大量採用了佛學思想。

以此可見，我們今天在全中國學術風氣最尖端的最高學府北京大學，召開這

次以「東亞思想傳統中的身心關係及其現代意義」為主題的學術研討會，乃是極

有意義的一大盛事。當然，研討古代的思想，並不等於主張復古，事實上中國學

者一向主張「繼往開來」及「溫故知新」而能「古為今用」。每一個新時代的學

者，都該是「推陳出新 J '所謂「青出於藍而勝於藍 J '不論是儒家或是釋家，每

一個時代所出現的傑出思想家，都會對於前人的思想，有所批判和新的詮釋，否

則各家學派之間，也不可能有蘭菊競美的局面了。

三、儒道二家與心靈環保

我很慚愧，我不是學哲學的學者，擔任這項主題演說，實在覺得惶恐。我對

東亞思想，雖然不能說一無所知，但僅限於皮毛。當我初出家時，我的師父東初

老人，曾對我說: r古代的中國和尚，必須精通儒道釋三家之學，才能於漢文化

社會中弘揚佛法;現代的和尚，更難做了，必須涉略東西方的各家哲學、各大宗

教，以及各門社會科學的常識。」我很差勁，雖然出版了上百本書，卻對於任何



274 釋聖嚴

學問都只能知道一點點，因此，我僅知道，古往今來的東西方各家思想，都在探

索申論人的問題，是以人為中心來探索各種問題，重要是內在心性的問題、心靈

與肉體關聯的問題、個人與配偶家庭家族間的問題、個人與群體社會互動的問

題，個人與自然環境及時空宇宙間的存亡生死、一元多元等問題。各家思想，對

於這些問題的探索，雖有偏重偏輕之別，都是為了個人生命及全體環境尋求出

路、尋求答案、尋求平衡，乃至尋求永恆，卻是相當一致的。

在東亞思想之中的儒家所說: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以及定、靜、

安、慮、得，便是以人的身心及其所處大環境為主題的。又由於孔子說了「性相

近也習相遠也」的話，引起了孟子的人性本善論及苟子的人性本惡論的討論。雖

然孔子曾說人是「未知生焉知死」的，對於人的生前死後等諸問題，是不加討論

的，但對於人之如何成為一個健康而有健全人格的人，以及如何建立良好和樂的

人際關係等問題，確是申論得非常的多。例如孔子所說「仁」字的定義有多端:

1.從語言的態度而言: r巧言令色，鮮矣仁。」、「剛毅木訥近仁」。言語不

在花巧，宜於堅定誠實。

2.從內心的態度而言:以同情同理之心「愛人」是仁。

3.從對己對人的態度而言: r克己復禮為仁J '對自己要自制，對他人要尊

重。因此又說: r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也就是每天出門見到任何

人，都要像是見到了貴賓那樣地以禮相待;遣使大眾之時，就要像是在祭天祭地

那樣恭敬他們。

4.從自利必利人的立場而言: r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J '

即是忠心耿耿的「忠」貞; r己所不欲，勿施於人J '即是寬恕的「恕」道。曾

子曰: r夫子之道，忠恕而矣」。忠恕之道，也就是孔子「一以貫之」的仁道。

由於論語中有「臣事君以忠」之旬，後人便將忠字狹義化了，好像只有臣對君

忠、下對上忠，其實論語中尚有「為人謀而不忠乎J '以及「與人忠」等句子，

都是將己心比他心，把他人的利益和自己的利益置於一條平行線上，平等看待，

才是把良心擺在中間的「忠」字義合。

這種忠恕之道，也就是孔子提倡的仁道，是很難實踐的嗎?對於有心的人而

言，並不困難，所以孔子要說: r仁遠乎哉?吾欲仁，斯仁至矣! J 又說: r求

仁而得仁，又何怨 ?J 只要「無求生以害仁，有殺身以成仁! J 便能完成全部人

格的道德。也就是說，如果你能有實踐仁道的決心，不僅要把他人的利益和自己

的利益平等看待，甚至要將他人的利益，置於絕對優先的地步，為了求仁得仁，

不但不可為了自求生存而害仁，更要犧牲自身來成全他人，才算是仁道的極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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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因為孔子沒有機會做到「殺身以成仁 J '所以要自謙地說: I若聖與仁，則吾

豈敢」了。

孔子說「成仁J '孟子說「取義J '都是表現著一個崇高的理念，那是從個人

利益的私心追求，轉化到為了群體利益而放棄私人利益，甚至不情奉獻出自己的

生命，來成全「求仁得仁」的人格。這種思想，跟大乘佛教的菩薩行，是很相近

的，什麼叫做菩薩?便是有智慧和慈悲的人，有智慧便不會害自己，有慈悲便不

會害眾生;更進一步，為了利益眾生，便可以放棄自己的利益，故有「不為自身

求安樂，但願眾生得離苦」的菩薩誓願。私利公益的兩極、或是以利人作為利

己，僅在一念之間的差別，自私的利己是精神的污染，是心靈的腐敗，以奉獻心

來利他，是精神的昇華，也就是心靈環保。

道家的老子說: I道者萬物之所然也。」又說: I人法地、地法天、天法

道、道法自然。」因為「道常無為而無不為 J '便是自然的法則，心也只是自然

的現象之一。老子看宇宙人生，都是站在相反相成的立場，老子勸人若要如何?

必先居於此如何之反面。故云: I知其雄，守其雌J' I知其白，守其黑J' I知

其榮，守其辱」。

老子對於人的私欲心，所作的建議是: I見素抱樸，少私寡欲。」故又云:

「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可以長久」。這是說，人不能無私，但宜少私，人不必無

欲，但宜寡欲，那便能夠知足知止而可以健康，而能夠長生久視了。老子所嚮往

的是自然主義，提倡純樸，反對虛浮的繁華，希望人類的道德，素樸而不假巧立

名目的爾虞我詐，所以主張「絕聖棄智」、「絕仁棄義」、「絕巧棄利」。

莊子觀察天地間的萬事萬物，是「形雖彌異，其然彌同也」。這是說，萬事

萬物之存在，並沒有優劣、尊卑、高下、大小的定義，只是各是其是而已。此可

使人兔於「羨欲之累」。例如齊物論云: I天下莫大於秋毫之末 J '不是說萬物之

中秋毫最大，而是說泰山與秋毫不必比大小，秋毫之末的本身便是最大。如果人

人不跟他人比尊卑高下，各人自有自己的大小，便無所謂我不如人或者我高於人

的比較心了。

莊子的人生觀，不同於儒家的「殺身成仁」、「捨身取義 J '也不同於墨子的

「兼善天下」的人生追求，故有學者說: I重生」、「養生」、「保生 J '是貫穿莊

子一書的基本思想。所謂明哲保身的思想，便是出於莊子的「養生主」所言:

「為善無近名，為惡無近刑，緣督以為經，可以保身，可以全生，可以養精、可

以盡年。」

儒道兩家對於人生的看法，雖有不同，其用心則都是為了人類身心的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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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樂、平安，觀點不一而為照顧自己、照顧社會，乃至順乎自然的目的是相同

的，所以都在心靈環保的範間。為什麼儒道兩家對人生的問題，有了不同的看

法?這也正是現代人應該思考和學習的重點。古人可因各自所處時代環境不同，

以及對於環境所採的審視觀點不同，便有不同的發明，得到不同的價值觀。令人

當然也可以如法炮製，站在現代人的立足點上，對於當今我們所處的社會環境及

自然環境，衍生的各種問題，審慎觀察，對症下藥，給予恰到好處的因應和調

適。

因我對於儒道兩家的書，讀的太少，有關儒道兩家傳統思想中的身心關係等

諸問題，在這次學術研討會中，有不少專家，會有精闢的論文發表，就留著向他

們請教吧!

四、佛教與心靈環保

《增一阿合經》說: I諸佛皆出人間，終不在天上成佛」。可知佛教的基本立

場，便是為人類服務的。佛教雖常說一切眾生，能夠修道悟道的，確只限於人

類。釋迦牟尼佛是以人間的肉身成道，表示凡有人身的，均有機會轉凡成聖。佛

在成道之後，最初用來度脫五位比丘的法門，稱為「四聖諦J '那便是指出人類

由於不悟一切現象都是變化無常的，所以生在眾苦之中竟然不以為苦，而且為了

追求無常虛幻的五欲享受，並且希望保障能有繼續不斷的五欲之樂而造種種惡

業，這便是「苦諦」及「苦集諦」。佛陀所悟的便是這個無常即空的事實，轉告

五比丘應當以修戒定慧的三無漏學、八正道來滅除苦諦及苦集諦，便是「道諦」

及「苦滅諦」。

佛法將人的身心，及其所處的時空環境，稱為「果報體J '又分成二部份，

人的身心是「正報J '所處的時空環境是「依報J '此正依二報，便是人生及宇宙

的全部，而此果報的動力中心，乃是業所形成的心識，稱為業識。由業識而形成

具體的人，便是色、受、想、行、識的五蘊，其中色蘊是物質的眼耳鼻舌身的五

根，此五根所接觸的是色聲香味觸的五塵;至於受、想、行、識的四蘊，是非物

質的心理現象及精神現象。受苦報受樂報的是此五蘊身心，造惡業造善業的也是

此五蘊身心，因此五蘊所成的身心，是因造業而感得的果報，每一個人的五蘊身

心所處的時空環境，也是由於造業而感得的果報，此即是說，每一個人的生命是

業報體，每一個生命所處的時空環境，不論或好或不好，也都是每一個生命各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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擁有的業報體，此乃是一人一宇宙的生命觀及宇宙觀。

不過，若從佛的智慧來看，不論是個別的身心，或者是全體的宇宙，都不離

無常的自然法則，任何一物都是無常的暫有，不是長久的恆有，故無不變的自

性，故名為自性是空;五蘊所成的身心及其所處的時空環境，自1、生亦空。五蘊既

空，凡夫所以為的我及我所有的一切，當然也是自性即空。自性空，即是不生不

滅、不增不滅、不垢不淨的真諦。若能悟得此一切現象自↑生皆空的真諦，便證無

我的涅槃，便從苦集二諦獲得解脫。所以《心經》開頭便說: I行深般若波羅蜜

多時，照見五蘊皆空，度一切苦厄。」這是佛學的基本常識，也是以心為中心而

又抽離了一切不離一切的環保思想。

若從佛學的角度來談心靈環保，便是基於離卻貪、瞋、痴、慢等的煩惱心，

而開發智慧心及增長慈悲心的立場，來面對我們所處的環境。有了智慧心，便能

使自己的身心，經常處於健康、快樂、平安的狀態;有了慈悲心，便能使他人也

獲得健康、快樂、平安的身心。至於如何轉煩惱而成悲智?便是勘破五蘊構成的

身心，是空不是我，此有兩個結果:一是不再造作自害害人的惡業;二是當下不

受苦報，縱然處身於火宅之中，猶如沐浴於清涼池內。但是尚有無數的眾生不明

此理，尚被困在貪瞋痴慢等的煩惱火窟之中，所以要用此五蘊身心作為工其，救

世救人，稱為菩薩行者。

當然，東亞思想中的中國大乘佛教，號稱有八大宗，那就是三論、唯識、天

台、華嚴、淨土、禪示、密宗、律宗，每一宗都有本體論、人生論、實踐論的教

法，在此無暇逐一介紹。因為各宗所依據的經論不同，所持的觀點，也有出入，

甚至同樣是依據眾生的如來藏心，天台宗主張一念心性具足三千(百界千如三世

間) ，華嚴宗主張理體清淨不變(隨緣不變，不變隨緣)。同樣是天台宗派下的學

者，有的持妄心觀，有的持真心觀。同樣是禪宗的第五祖門下，北方的神秀主張

漸悟，南方的慧能主張頓悟。禪宗的四祖主張「守一不移J '五祖主張「看心」

和「守心J '六祖主張「不著心」、「不著淨」、「亦不是不動J '他們三代之間，

各有主張。同樣是修念佛法門，禪宗主張「念佛心是佛J '淨土宗主張專念西方

極樂世界的阿彌陀佛。同為馬祖道一這個禪師，先說即心即佛，後說非心非佛。

以類似的例子看來，似乎複雜矛盾，他們的功能也都是為了自利利人。此乃出於

因時制宜、因地制宜、因人的狀況制宜的方便;因有不同的時空及不同的人、不

同的狀況，就可採用多元化的、多層面的教法來應對，只要能夠令人的身心健

康、快樂、平安就好。

若從禪宗頓悟成佛的立場而言，乃是直指人心的，凡是用文字傳流的佛經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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語，不過是修證方向的指示牌，它們本身不代表方向所指的目的物，甚至有禪宗

祖師把佛經祖語，比喻成葛藤絡索，這是說，如果死執文字的經教，反叫人受困

擾。但是，沒有佛經祖語，還是不行，所以禪宗的《六祖壇經» '教人依據「淨

名經J (即維摩經意譯)的「直心是道場，直心是淨土」的開示，修行者應當

「於一切處，行、住、坐、臥，常行一直心J '便是「一行三眛」。六祖又依據

《金剛般若經》所說的「應無所住，而生其心J '主張「心不住法，道即流通;心

若住法，名為自縛」。應無所住是不將一切現象跟自我中心的利害得失連繫起

來，而生其心是以無我的智慧心來應對處理一切的狀況，所以，心不住法(現

象) ，佛道的智慧便在你的心中產生功用，心若住法(現象) ，自己便被此法所束

縛而智慧的功能就不現前了。

因此，在六祖以後的禪宗祖師們，主張「道在平常日用中J '主張噢飯飲茶

都是解脫道及菩薩道，擔水打柴也是解脫道和菩薩道，日出而作日沒而息，都是

修行，甚至百丈要求自己「一日不作一日不食J '因為若用無住的直心生活，便

可時時都是身心健康、快樂、平安的時間，處處都是身心健康、快樂、平安的空

間，所遇的人、所見的物、所做的事，也就無一不是好人好物好事了。所以，雲

門文值禪師也說「日日是好日」了。

五、現在我們法鼓山提倡的心靈環保

由於有許多現代人對於物欲的刺激與誘惑，不知設置心的防線，沒有佈好心

的保護網，所以，很容易自我失控，不容易抗拒，以致絕多數的社會大眾，每天

每天都在為了盲目追求物欲的享受和名利的擁有，以及追求莫名其妙的什麼保障

感，而忙碌、緊張、恐慌、爾虞我許，失去了自己的尊嚴，混淆了人生的價值

觀，傷害了他人的權益，危害了社會的安寧、和諧、平衡以及共同的安全保障，

大家活得不健康、不快樂、沒有安全感。因此有很多人都在埋怨著問: I我們的

社會人心，究竟是得了什麼病啦 ?J 答案應該是心靈被污染了，人之所以為人的

精神，被現代快速度的文明所形成的生存環境污染了。因此，我在一九九一年開

始，積極倡導「心靈環保尸目的是在呼籲社會大眾，建立正確的人生價值觀，

過健康、快樂、平安的生活;人心淨化了，社會才能淨化。現代文明不是罪惡，

只要人的心靈不被污染，我們的世界便有明日的希望。以健康正確的心態，來迎

合現代文明的科技生產，才能造福人類，否則，物質的享受豐富而精神的心靈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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虛，就是物質富裕而心靈貧窮，對於人類社會的今天和明天，都是害多於利，甚

至帶來大災難。

我自己是佛教徒，相信以中國大乘禪宗的思想，來淨化人心是直截了當的，

尤其服膺永明延壽禪師的說法，不論是誰，只要當下的一念心與佛的悲智願行相

應，你的當下這一念心便是佛心，許多念的心與佛的悲智願行相應，你的許多念

心便是佛心，若能夠每一念心都與佛的悲智願行相應，你便證得褔智兩足的圓滿

佛果了。從佛經中看，佛果位是很難圓滿的，若從禪宗的立場看，只要你能有一

念心不被煩惱刺激誘惑，那一念心的當下，便跟諸佛無二無別;若以無常、空、

無我的人生觀和宇宙觀，作為觀察環境審視心境的標準，當下便得解脫。只要願

意留心，便見心念的生住異滅，是無常;肉體生命的生老病死，是無常;自然現

象的風雲雷雨，是無常;時間的古往今來，是無常;空間的滄海桑田，是無常;

乃至花開花謝、月圓月缺、榮華富貴與漂倒落魄等，都是無聲而說的無常法。

觀察無常、體驗無常，若能同時運用《金剛經》的「應無所住而生其心 J '

便是積極的心靈環保，認知一切現象是無常，包括自然現象、社會現象、生理現

象、心理現象，都是無常。因為一切都是無常，一切便可以改變，遇到霉運惡

運，不必哀怨得失望，如能以智慧來因應，加上時空因素的轉移，惡運就會離開

你;遇到好運鴻運，也不必自滿得發狂，若能以智慧心及慈悲心來善於運用，還

會有更上一層樓的好運等著你，如你不知珍惜、保養、培植，自然律則的成敗得

失，往往只繫於一念之差。若能以無住的智慧心，生起利益社會大眾的慈悲心，

來面對無常的一切現象，觀察、體驗、運用無常的一切現象，便是修得解脫道及

菩薩道。無怪乎當六祖慧能禪師聽到《金剛經》的這句話時，便立即頓悟了，也

無怪乎悟後的禪師們會看到，在日常生活中的任何一事一物、任何一草一木、任

何一色一香、任何一人的舉手投足一言一行，對於自己，不論是順境或是逆境，

無非都是諸佛的無聲說法，是說的無常法。無常即無自性空，空性是不生亦不滅

的，因此，凡事凡物，時時處處，都是在說無生無滅、悲智具足的實相法。一切

現象既然都是諸佛的無聲說法，便不會見到跟自己有矛盾的事，也沒有得失利害

的事，但有尊重生命、珍情資源，為眾生的利益、為眾生的苦難，而生起慈悲救

濟的事。這是心靈環保的最高境界。

照這般說來，心靈環保的工作者和實踐者，是不是一定要來學佛修禪才行

嗎?答案是很明顯的，能夠學佛修禪，當然極好，我們卻不可能要等到全人類都

來學佛修禪之時，才開始推動全球性的心靈環保。跟現代人所談的心靈環保，必

須是在多元化的原則下，朝向人類共同面臨的環境問題。例如本講稿前面所舉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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亞思想中的儒道二家，也有著心靈環保的內容。其實，凡是有心要為人類社會提

供智慧，促使全人類的身心獲得健康、快樂、平安的觀點及方法，而能營造一個

健康、快樂、平安環境的，都可算是心靈環保。

因此，我在國內外，推動的心靈環保，分成兩個層面:

一是學佛禪修的層面:是以有意願有興趣於學佛禪修的人士為對象，用學佛

禪修的觀念及方法，使得參與者們，從認識自我、肯定自我、成長自我，而讓他

們體驗到有個人的自我、家屬的自我、財物的自我、事業工作的自我、群體社會

的自我，乃至整體宇宙時空的自我，最後是把層層的自我，逐一放下，至最高的

境界時，要把宇宙全體的大我，也要放下，那便是禪宗所說的悟境現前。但那對

多數人而言，必須先從放鬆身心著手，接著統一身心，身心與環境統一，而至

「無住」、「無相」、「無念」的放下身心與環境之時，才能名為開悟。

二是「四種環保」及「心五四運動 J :是以尚沒有意願學佛以及無暇禪修的

一般大眾為對象，盡量不用佛學名詞，並且淡化宗教色彩，只為投合現代人的身

心和環境需要，提出了以心靈環保為主軸的「四種環保」及「心五四運動」。

所謂「四種環保 J '是指心靈環保、禮儀環保、生活環保、自然環保。

所謂「心五四運動 J '是指跟心靈環保相關的五個類別，各有四點的實踐項

目，那就是:

四安一一安心、安身、安家、安業。

四要一一需要、想要、能要、該要。

四它一一面對它、接受它、處理它、放下它。

四感一一-感恩、感謝、感化、感動。

四福一一知福、惜福、培福、種福。

以上兩種層面的心靈環保，已在東西方社會引起相當令人興奮的回響。除了

我已在東西兩半球，舉行了三百次以上的禪期修行之外，我也在二 000年於紐

約聯合國總部召開的「世界宗教暨精神領袖和平高峰會 J (UN Millennium World

Peace Summit of Religious and Spiritual Leaders) 中，提出了「心靈環保」這個理

念，二00一年我又在「世界經濟論壇J (WEF) 中另一次提出，到了二00二

年，我向「地球憲章J (Earth Charter) 提出心靈環保的急切性，也被該組織明確

地接受。我在參加每一個國際性會議中，都會提出這個議題來，與大家分享，也

都獲得許多正面的回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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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結論

由上述所知，心靈環保是應該不分古今的、不分地域的、不分宗教的、不分

族群的、不分生活背景的。只要有心有願的人，都需要做，都應該做的。

因此我真希望今天在北京大學發表了這篇講詞之後，能夠喚起全世界的有心

有願挽救人心挽救地球環境的人士，都能投入心靈環保的工作，它的內容是極其

寬廣的，是可大可小的，可深可淺的。似乎也可考慮到許多不同領域，例如某某

宗教與現代人的心靈環保，某某主義與現代人的心靈環保，某某哲學思想與現代

人的心靈環保，某某科技文明與現代人的心靈環保，某某經濟體系、某某政治體

制與現代人的心靈環保，某某生產事業及建設計劃與現代人的心靈環保、某某地

區開發或重點拓展與現代人的心靈環保等等，凡是跟我們食衣住行、教育、娛樂

等相關的一切設施，最好能與現代人的心靈環保相結合，那才能夠把許多的差異

性利益，匯歸於全地球全人類永續的共同性利益。

二00三年十月二十三日講於北京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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