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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態環保不是異教的專利：有人說大地之母是蓋亞、
新世紀運動者提倡生態環保、
新世紀運動者提倡生態環保
青海無上師「吃素環保救地球」。
地球是誰的？不是後代子孫的，
無庸置疑，基督教信仰告訴我們：地球是上帝的！
基督教是綠色的信仰 重視環保的
基督教是綠色的信仰、重視環保的。
創造論：大地是屬乎上帝的，
是上帝創造，所珍貴、愛惜的，具有 神聖性」，
是上帝創造，所珍貴、愛惜的，具有「神聖性」，
不是說大自然有「神性」，
而是大自然有不可侵犯 不可任意對待的特殊性質
而是大自然有不可侵犯、不可任意對待的特殊性質，
糟蹋大自然的，恐怕是在侮辱創造它們的上帝，
 創造的時候，上帝如此說：一切都是美好的
創造的時候 上帝如此說
切都是美好的
 大地的存在仰賴上帝的美善，上帝在護理、維持
 大地彰顯了上帝的榮耀，
當美善之物呈現出來，那是上帝榮耀的彰顯了

思考我們的生態系統、人應有的責任。
近年來紀錄片「不願面對的真相」、
「當洪水來臨時」提醒我們：
地球暖化、人對環境的污染，
空氣、水、土地污染了，
造成生態的浩劫，不僅是其它生物、
也造成人類存在可能面臨大滅絕的危機。
以土石流來說，天下雜誌 442 期 –
高屏溪的悲歌 分析土石流成因 影響
高屏溪的悲歌，分析土石流成因、影響，
因為在水源地濫墾、濫植，
以致高屏溪上的土石流 發不可收拾。
以致高屏溪上的土石流一發不可收拾。
由於人類的活動，造成整個地球地質的變革，學者稱這是
「人類世（一個地質年代的稱呼）
（ 個地質年代的稱呼）」，因人的活動造成
因人的活動造成
地質的大改變，因此我們需要注意到生態環保的問題。

人在上帝所創造的世界當中
人所託付的責任叫做「治理」，
 不是讓人任意對待的治理
 創二
創 亞當常常在園子裡面像園丁一樣，
亞當常常在園子裡面像園丁 樣
在修理、管理、看守
人類並不擁有大自然，
人類並不擁有大自然
地、一切、充滿的，都是屬於上帝的，
人在治理，為了上帝的緣故，
在效法上帝、像上帝一樣去照顧萬物，
保存 維護 而不是剝削
保存、維護、而不是剝削。
舊約律法關於的「土地」的條例：
土地的使用 處置，
土地的使用、處置，
怎麼種植、收成、何時種、休息，
土地不可永賣
土地不可永賣，
都反映上帝的慈愛與榮耀。

所以人的治理，
是一種照顧式、服務式的治理，
也就是「僕人式的王權」：
 就像基督俯就卑微人、成全他的門徒
就像基督俯就卑微人 成全他的門徒
 同樣，人類在上帝的大自然之中，
也類似的角色 去成全大自然
也類似的角色，去成全大自然，
完成大自然受造的時候
所要成全的那個角色

用另外一句話：
句
人類是「萬有的祭司」，
要帶領萬有，
要帶領萬有
去敬拜、榮耀上帝。

教會有定義罪，
 中世紀七大致死之罪：
中世紀七大致死之罪
七項最嚴重的罪，
其他的罪是從這七項引出來的…
其他的罪是從這七項引出來的
傲慢、嫉妒、憤怒、怠惰、
貪婪、暴食、情慾


二十世紀之後，
羅馬教廷重新定義七宗大罪：
基因改造、人體實驗、污染環境、
社會不公、令人貧窮、貪財無度、服用毒品。
對罪的定義有跟上時代
提醒我們：
人的罪有不同的方式在表現，
表現在人際關係 也表現在生態上面
表現在人際關係、也表現在生態上面。

然而很不幸的，人墮落了，
墮落之後因為人犯罪，
墮落之後因為人犯罪
不只是與妻子疏離、夫妻、人際間疏離，
人跟大地的關係也有影響了…
人跟大地的關係也有影響了
 人在那裏辛苦勞動，
地因為人的犯罪受了咒詛，
原本美好的地被人類連累了
 人一直在耕種自身所出的土，
人 直在耕種自身所出的土
但因自己的敗壞，對大自然任意剝削，
甚至錯讀了 創一 的「治理」好像人是萬物之靈，能夠任意處理地球上的萬物一樣
因此就有人說：人類成了地球生態系裡的癌細胞，
因此就有人說
人類成了地球生態系裡的癌細胞
為了自己的好處、成長，因為不想死，
卻把其他所有資源通通耗盡了，
墮落後，人跟地之間的關係一種扭曲的彰顯。

羅八 大地、受造之物都「服在虛空之下」，

受造之物沒有達成上帝創造它們的目的，
它們就在嘆息，在等候上帝最終的救贖。
基督教的救贖論，
基督教的救贖論
會成全上帝創造時所預定要達成的目標；
十字架的救恩 不僅是救人的靈魂而已 不只是人類
十字架的救恩，不僅是救人的靈魂而已、不只是人類，
更是關乎大地的。
以弗所書 救贖目標：使天上地下所有的，在基督裡同歸於一。
救贖目標：使天上地下所有的 在基督裡同歸於

基督十架救贖的目標不只是人、包括全世界。
所以終末成全的時候，上帝要讓一切都更新，
啟廿一5 坐寶座的說：「看哪，我將一切都更新了！」

天地，其實是我們所居的這塊地，
被我們汙染 扭曲 破壞的
被我們汙染、扭曲、破壞的地，
上帝不是要廢棄，而是要更新！

如果救恩論有一種「天堂的想像」：得救以後
脫離這破爛的地球 逃往另 半空中
脫離這破爛的地球，逃往另一半空中、
在雲中飄來飄去與基督同在，
這樣的天堂不是基督教所說的。
聖經說的是一個「新的天、新的地」上帝 末日的大火」，是審判 也是潔淨；
上帝「末日的大火」，是審判、也是潔淨；
新的天、新的地，有義在其間，是新的耶路撒冷。
基督徒的信仰生活，
除了在教堂裡敬拜、唱歌、人與人間的互動之外，
也是綠色生活，因為教會是萬物在等待的教會
也是綠色生活
因為教會是萬物在等待的教會 萬物在勞苦嘆息在等待，
教會
教會完完全全成為教會的那一刻，
成為教會的那 刻
也是萬物要得贖的那一刻。
所以我們的信仰生活應該是綠色的，
不只關係我們自己，也關係到整個大地的福祉。

化石燃料、溫室氣體排放問題：
燒煤 石油 產生二氧化碳 不斷散發在空中
燒煤、石油，產生二氧化碳，不斷散發在空中，
造成溫室效應、地球暖化，
各地水、乾旱、不照平常的規律；
氣候變遷植物也受不了，糧食生產就會有問題。
現在是節能減碳的年代，先進國家做碳排放稅，
現在是節能減碳的年代
先進國家做碳排放稅
富有的國家也相對在剝削貧窮國家，
然而就生態來說，減少碳排放、碳足跡，是有好處的。
另外像空氣污染：原來上帝賜給人一切都美好，
人有需要的陽光、空氣、水，都免費。
今天人把它汙染了，工廠在排放有毒的氣體，
風吹到那裏 空氣污染物質就排到哪裡，
風吹到那裏、空氣污染物質就排到哪裡，
沿線各種癌症的致病率就越來越高，
每 個人的平均壽命會比其他地方短幾年
每一個人的平均壽命會比其他地方短幾年，
這不是大規模隨機慢性殺人嗎？

生活裡面很多事，是值得我們去注意的：
現在是消費主義的年代，
現在是消費主義的年代
 消費主義是現在的神、賣場像殿堂
 我消費故我在，消費賦予人存在意義，
消費成了一個神明了！
這些公司想辦法要刺激消費 創造需求，
這些公司想辦法要刺激消費、創造需求，
沒有需求之處創造需求，
比如手機 電子產品的更新
比如手機、電子產品的更新，
半年、一年，不斷更新、不斷刺激，
就是讓人要用更新、更快、更好。
其實是在刺激慾望，
除了
除了人心的慾望被養大了、不斷追求之外，
的慾望 養 了 不斷追求 外
地球的資源能夠來承擔嗎？都值得思考的。
更新的速度或許讓我們減少一點慾望，
除了可以節省一些資源，可以愛惜這個地球。

核能電廠的問題：
製造出人工核種，放在電廠處理了，
高放射能的、卻沒有能力處理後續，
找個洞埋起來 讓幾百年以後的子孫
找個洞埋起來、讓幾百年以後的子孫
替我們承擔那些成本。
政府的電業政策、電廠，
政府的電業政策
電廠
後面的利益糾葛，似乎沒有處理。

如果盡量使用再生能源：
地熱、風力、太陽能、潮汐、
洋流、水滲透壓，
鼓勵再生能源的使用，
能夠減少碳排放、環境汙染。

農業：鼓勵友善土地的方式農業耕種，
就像老祖宗 三代前的祖宗 用傳統的方式
就像老祖宗、三代前的祖宗，用傳統的方式，
沒有農藥、不使用化學肥料，
肥料都是再生的，
出於土地的肥料也耕耘在那哩，
那個生態系 - 蟲
蟲、魚、鳥，
魚 鳥，
以友善土地的農業應該也可以支持。
現代因大規模種植用農藥、化肥之後，
單位成本是降低的，
友善土地的耕種方式成本比較高
友善土地的耕種方式成本比較高。
所以盡量要以有機農業，
卻不是 代 的 濟能
負擔的
但卻不是現代人的經濟能力可以負擔的，
的確是我們的兩難。
做一個基督徒，
在行有餘力範圍之內，應該盡量要支持。

過去跟海爭地、跟河爭地，
因為自然生態環境是千萬年累積而成的，
海、河的力量會要我們遲早付出代價的。
環保宣教學：
我們過一個比較低慾望的生活方式，
鼓勵
鼓勵從小地方做起的環保政策、環保教育，
地
起 環
策 環 教育
鼓勵人跟土地之間有一種共生關係。
比如 個教會到垃圾場去
比如一個教會到垃圾場去，
把一個垃圾堆變成公園、小樹林，
 傳統比較狹隘的想法，在做社會服務
 但是近代對上帝的旨意有更廣闊的了解 –
上帝是生態的上帝，所以教會的環保
那種生活方式、愛惜上帝所造的大自然，
這就是我們的信息了
人之所以為人，跟我們所出的這塊地有密切相關的。

塑膠產品、保麗龍無所不在，免洗筷、餐盤...
大量的製造垃圾 土地已經沒有辦法負荷
大量的製造垃圾，土地已經沒有辦法負荷。
這些垃圾丟在土地裡面，在土地底下，
水、空氣的循環會遮斷、造成問題，
所以盡量減少塑膠的使用。
我們國家有國土規劃，會開很多馬路，
我們國家有國土規劃
會開很多馬路
國家需要建設，開鐵路、開公路，
從山上開過去、把農田徵收了，改成馬路，
我們真的需要這麼多的鐵路、公路嗎？
然而背後 為什麼人口是往某 個都市集中
然而背後，為什麼人口是往某一個都市集中，
不同的區域不同的建設，大學、醫療場所、就業市場，
平均分配到 國各
平均分配到全國各地去，人就不需要大規模的遷徙，
不需要
模的遷徙
可以減少鐵、公路的需要。
人在路上遷徙，還需要電力、汽油、柴油來輸送，
減少遷徙，當然會減少能源的使用。

聖經說：
人出於塵土 要歸於塵土
人出於塵土、要歸於塵土，
生活也仰賴塵土、因為人本是塵土。
人跟整個生態系有很密切的關連，
 不只食物是生態系供應的
 呼出去
呼出去、排出去的廢物，
排出去的廢物，
是生態系替我們接受處理了，
變回養分回到生態系
人跟整個生態系、大地有一種共生關係，
讓我們知道我們是人
讓我們知道我們是人、
成全了我們人之所以為人。
 如果摧殘、破壞生態系，
如果摧殘 破壞 態系
就是在破壞人之所以為人的本性
 維護生態系，其實是在拯救自己，
讓人恢復成上帝所造原來所要成的樣子

上帝的救恩是人、全人類、包括萬物，
帝的救 是人
人類
括萬物
教會是萬物在等待的教會，
當我們從事生態的保育工作，
 是在為上帝在照料上帝所創造的大自然
 也活出上帝要我們活出的基督教的精神
這是我們的信息、是我們自己所需要的。
讓這生態、在廿一世紀努力的思考，
否則大規模的滅絕，
恐怕就在我們自己的手上在發生。
發
願上帝救贖我們，
脫離這敗壞的挾制，
得著上帝兒女的自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