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環境教育與純樸價值觀之塑造──環保工 

                         作的人文思維 
    (2011/11/06 「2011 環保教育學術研討會」 林美香 引述發表) 

 

壹、導論 

  一、人類對環境與環保理念之過去與未來 

 （一）人類對自然環境之態度與觀念的變化與發展    

    談到人類對自然環境之態度與觀念，可以追溯到

自有人類開始，所謂「天地玄黃，宇宙洪荒」。但那只

是人類對早期生存環境的描述，不具知識的價值與意

義。如就人類的文化史或知識史而言，人類對自然環

境之態度與觀念，也就是人類開始對自然與環境，透

過認知與思考，有一定之觀點與看法，那就是到了人

類對自然環境，有某種的知識、觀點、與態度的文明

時期。 

    雖然所謂人類的文化史、知識史、或文明的開始，

很難有一定的說法，而且各民族的發展歷程也不盡相

同，我們在此也無法加以細說詳述，也沒有必要在此

細說詳述。只是大致而言，人類早期，多數民族，對

自然與環境之觀點與態度，幾乎都抱持著「取之不竭，



用之不盡」的觀點與態度。至於為何有此「取之不竭，

用之不盡」的自然與環境，供人類生存、生活、甚至

享受，則多半懷著不知其何來的想法，只知其浩瀚無

窮。也因為對自然與環境之浩瀚無窮不可知，卻又能

提供人類之生存與生活所需，所以，對於自然與環境，

多半只知心懷感謝或感恩「上蒼」與「上帝」之偉大

恩賜。這可以說，就是早期人類對自然與環境之普遍

態度與觀念。 

    也由於早期人類知識與技術均欠缺發達，一切依

賴自然環境生存與生活。仰賴「上蒼」、「上帝」的恩

澤，以求生存與生活的觀念，自然相當濃厚與強烈。

這一種依賴自然，對自然又欠缺瞭解，一切仰賴「上

蒼」、「上帝」恩澤與照顧的早期人類，當然也自然地

相信，「上蒼」、「上帝」既然會照顧人類之生存與生活，

自然會無窮盡地提供人類生存與生活所需要的一切自

然資源與環境。所以，對於自然與環境，人類本身不

需要做太多的努力與瞭解，也無須有太多的煩惱與憂

慮，更不需做太多的規畫與掌控，只要信賴「上蒼」、

「上帝」，仰賴「上蒼」、「上帝」，感謝「上蒼」、「上



帝」就可以了。這就是人類早期對自然環境的基本與

普遍的觀點與態度。 

    以上主要是在說明早期人類對自然與環境的基本

態度與觀念。 

    至於人類對自然與環境本身之態度與觀念，又是

如何呢？基於自然與環境，可供人類生存、生活、甚

至享受的重大關係，故早期人類對自然環境本身，在

態度與觀念上，當然也會加以珍惜、愛護、與維護。

但基本上，既認為自然環境是「取之不竭，用之不盡」

的，所以對自然環境的珍惜、愛護、與維護。其本質

上，只是出於為人類的生存、生活、或享受需要，或

為增加財富作考慮。與現代人類對自然環境之觀念與

態度，是迥然不同的。 

    人類對自然與環境之觀念與態度，又何以會有不

斷的改變，最後到截然不同的觀點與態度。其間的原

因與變化，雖然錯縱複雜，非言語文章所能盡述。但

總合而言，不外乎，客觀自然環境與人類主觀慾念、

價值需求之間的交互關係變化而來。探討人類對自然

環境的觀念與態度，對這一種人類主觀慾念、價值需



求，與客觀自然環境之間的交互關係問題，就成為重

要的問題與課題了。 

    人類主觀的慾念與價值需求，與客觀自然環境之

間的交互關係，研究與分析起來，又可分為客觀自然

環境本身，與人類主觀的慾念與價值需求問題，以及

二者之間的交互關係問題等三個層面的問題。 

    1. 就自然環境本身而言──自然環境本身，「自

然」的法則或規律（即自然律），是不變的，那是哲學

或宗教的問題。但自然的現象，或自然的事實變化，

卻是千變萬化的。觀察它、瞭解它、認識它，是科學

問題。如何利用它、控制它，則又屬於自然科學的技

術問題。 

    2. 就人類主觀的慾念與價值需求而言──慾念

本身帶有個體的主觀性，它出自於個人的生理或感官

的自然需要，雖然它的對象或客體，可能是一個客觀

性的人或物， 但慾念本身，絕對帶有個人的主觀性。

而帶有主觀性的問題，就屬於人文性的問題。慾念的

對象或客體，如果是環境或自然的事物，環境或自然

的事物，則是屬於客觀的事實或科學問題。但慾念卻



是主觀的，這就牽涉到主觀的慾念與客觀的自然環境

之間的問題了。 

    至於價值需求的問題，那更是屬於主觀性的問題。

而價值問題的認知、選擇、取捨、與判斷，又與教育

的問題與教育的功能，息息相關。而價值需求，如果

牽涉到自然環境問題，就成為本文所要探討的環境教

育的重要課題之一了。 

    3. 就人類主觀的慾念、價值需求，與自然環境間

的交互關係而言──上面說過，自然環境本身有其科

學性的變與哲學性的不變，兩種特性。人類主觀的慾

念與價值需求，則帶有主觀性的特質，但它的對象或

客體，又常牽涉到客觀的自然環境問題。如此一來，

可見人類的主觀慾念、價值需求，與自然環境間的交

互關係，是如何的錯縱複雜，如何的難以瞭解與掌控。

它牽涉到人類的主觀性與環境的客觀性，牽涉到變與

不變的交互問題，牽涉到人文與科學的價值判斷與取

捨問題。 

    綜合上述的觀點，要瞭解人類對環境的觀念與態

度的變化，就必須要認識與瞭解，環境的本質、以及



環境的變與不變的各種特性，還要認識與瞭解人類的

主觀性慾念，以及人類的價值選擇與判斷問題。 

（二）環保工作、環境學、與環保教育之由來及其背

景原因 

    從上面的敘述，很明顯地可以發覺，早期人類的

生存與生活，雖然與環境息息相關，甚至依賴自然環

境而生存與生活，或從自然環境享受生活。但他們似

乎不需要擔心、憂慮環境本身的問題，或從事為環境

而維護環境的問題。他們只關心如何利用環境，如何

「取之不盡，用之不竭」。 

    隨著人類人口不斷地增加，慾望不斷地增多，利

用自然與使用自然的技術，又不斷地進步與發展，各

種知識也不斷地在進步，人類逐漸地發覺到，自然環

境有它的規律性、不變性、平衡性、與有限性。當然

也同時發覺到，人類本身只是自然中的一部分，也是

自然生物鏈平衡中的一部分。人類不是自然的旁觀者，

也不是自然的創造者或掌控者。人類無法逃脫或跳脫

自然律的鎖鍊與自然平衡法則。因此，人類不能再懷

著感恩「上蒼」或「上帝」的恩賜，就能盡情任意地



使用自然、揮霍自然、享受自然。人類慢慢地領悟到，

上天或上帝恩賜的自然，其實是包括人類在內，人類

一樣要接受自然律與自然法則的約束。人類開始領悟

到，人類在感謝上天或上帝的恩賜中，本身是需要負

自然律與自然法則的責任的。上天或上帝給人類的是

自然律或自然法則的完美性、平衡性、與有限性。人

類在這自然律或自然法則之中，一方面要依賴自然環

境生存與生活；一方面也必須受制於自然律本身，不

能忘了自己也是自然生物鏈平衡中的一部分。 

    人類在領悟了上述的道理之後，人類對於自然與

環境的知識進步了，所以人類對於自然與環境的態度

也改變了。人類開始關心與研究： 

   1.人類與自然環境之間的關係， 

   2.人類在自然環境之中的角色與責任， 

   3.自然是人類生存與生活的「依賴」與「根源」。 

    人類利用或使用自然，以求生存與生活，於生存

與生活當中，更要思考，如何讓此「依賴」與「根源」，

能繼續存在與發展，不令生物鏈斷了它永恆的發展法

則。這就是現代「環境學」、「環保教育」、與「環保工



作」的由來，也是現代「環境學」、「環保教育」、與「環

保工作」的基本理念。具體地說，就是「永續發展」

與「生生不息」的基本法則。 

 

二、環保教育、環境學、與環保工作之重要性及其發 

     展趨勢 

（一）環保教育、環境學、與環保工作之重要性 

    從上述現代「環境學」、「環保教育」、與「環保工

作」的由來，就可以深深地體會到，「環境學」、「環保

教育」、與「環保工作」，對人類永續生存與永續發展

的重要性。簡單地說，「環境學」、「環保教育」、與「環

保工作」，不是人類別出心裁的創新或進步的課題，而

是人類認識到，人類在自然環境中的地位與角色，認

識到人與自然環境，在宇宙中的定律與法則之後，為

人類未來的永續生存與發展，不得不面對、思考、與

重視的課題。 

（二）環保教育、環境學、與環保工作未來之發展趨

勢 

    從上述的說明與分析中，很明顯地可以發現到，



隨著人口的不斷增加，人類慾望與需要的不斷擴張，

科技的不斷發展，人類如果不肯接受自然法則的「平

衡律」與「有限律」，從本身主觀慾念自我限制，改變

「物生為人用」的偏頗價值觀，一味地企圖以人本身

的知識或人為的方法，一方面，繼續發展科技，追求

生活享受與行為之方便；另一方面，用盡各種方法與

技術，去維護環境與保護環境。但忽略了自然環境有

其不變的法則與平衡性，不論科技如何地發展，我們

如何地瞭解環境本身，如何地研究環境問題，如何地

重視環保工作，如何地努力做環保，自然環境終有其

侷限性與平衡性，任何人類的過度追求或作為，本身

都有可能違反或破壞了自然環境本身的平衡法則。 

    由此可知，「環境學」、「環保教育」、與「環保工

作」，雖然都是現代人類必須面對與重視的課題。但在

這些重要課題當中，認識環境的科學知識與有效維護

環境的人為技術方法，固然不能放鬆或輕忽。但人在

自然環境中的地位、角色、與自然責任的認知及自我

約束，則是未來「環境學」、「環保教育」、與「環保工

作」，更值得重視的問題。這也是未來「環境學」、「環



保教育」、與「環保工作」，自然與必然的發展趨勢。 

 

三、落實環保，有賴科學與人文並重的環境教育 

    根據上面所述，由於人口不斷增加，人類慾望與

生活需要不斷擴張，追求人類生理與感官滿足與行為

方便的科技，又不斷地進步與發展，人類對自然環境

的維護與保護，如果繼續停留在研究環境，以及用人

為的方法，以保護與維護環境的自然科學層面與科技

走向，不願意真正面對人類本身的主觀性慾望追求，

與過度的物質價值需求，則響徹雲霄的環保口號與環

保政策，終不免成為真正破壞環境的逃避口實或盾詞。

由自然科學途徑，研究環境、瞭解環境，再透過有效

的人為科技途徑，維護環境或保護環境，但不可否認

的，「道高一尺，魔高一丈」，自然環境之成為「問題」，

或不斷地遭受破壞與不當的改變，科技的發達本身，

對自然環境，有過，但也有功。真正破壞環境的元兇，

其實就在人類本身的主觀慾望與無窮盡的感官及物質

生活需求。儘管近年來，環境問題已普遍成為人類的

共同問題與主要問題，但人類仍無法忘懷或放棄，本



身主觀的過度慾望追求與無窮盡的感官物質價值需求。

造成環保工作與環境問題的處理面向，始終停留在治

「標」，不治「本」的科學問題與科技問題層面，甚至

連環境教育，都有意無意地偏向重視表層、現象、與

方法的科學與技術課題，一直未能或不願「正本清源」、

「擒賊擒王」地面對人類本身的主觀慾望與價值問

題。 

    對環境本身欠缺認識與瞭解，或未能採用有效的

科技方法，在客觀與有形的層面上，固然難以有效維

護環境、保護環境、或防止破壞環境。簡單地說，從

科學層面切入，可以瞭解環境的問題與實況；從技術

層面切入，可以比較有效地處理、解決、或防止環境

的破壞問題；但吾人認為，從人類主觀的價值觀切入，

也就是從人文角度切入，或許更能有效地遏止或有效

地控制，真正破壞環境的「元凶」。能讓環保問題，從

價值上或本質上，減少發生或惡化。就像火災問題一

樣，如何撲滅火災，瞭解火場、火勢，進步的救火設

備與正確的救火方法，固然重要，但盡量勸導或制止

不要隨意玩火，可能更為重要與根本。 



    當然，環境問題或環保工作，有其過去的因由與

背景，也有其現代的現實問題與特殊成因，甚至還有

專業的知識與技術問題在內，但不可否認的，再進步

的環境科學知識與環境保護的方法與技術，仍未能真

正有效防止或明顯減少或減緩，環境被不斷破壞與惡

化的事實與趨勢。在這樣一種用盡科學與科技方法，

仍無法阻擋的可怕情勢中，人文思維的嘗試與切入，

已是唯一與不可免的最後手段。 

    本文提出重塑人類純樸價值觀的途徑與做法，乃

是試圖以人文的角度與思維，給環保問題或環境學，

開拓或引進一個新的討論題目與思考方向。但此種人

文途徑的做法，只能透過教育方式，才能有效推動。

只是人文的功能，一旦能發揮作用，其效果卻是長遠

與根本的，因為一種價值觀一旦深入人心，它對人類

的行為取向，是有絕對的影響力或自我控制力的。所

以我們在本文中，才會主張，落實環保，有賴科學與

人文並重的環保教育。 

   1、環保成為然類積極與重要的課題，乃是近半世

紀之事。過去人類認為自然乃取之不盡、用之不竭的



東西，愛護自然，只因其有用。盡量取用，甚至盡量

享受，乃是過去人類對自然的基本態度。近半世紀以

來，人類對自然，已由用之不盡、取之不絕的觀念與

態度，慢慢轉變到珍惜自然、節用自然、反對過度使

用自然，甚至到積極保護與維護自然，不但要防止破

壞自然，更要讓自然生生不息。 

   2、隨著自然環境與人類主觀慾念之間關係的變化，

人類對自然環境之態度、理念與做法，甚至相關的理

論，不論科學與人文，也不得不隨之改變與發展。 

   3、以科學而言，為充分與有效利用，發展自然科

學，從不同角度，不同需要，發展各種類科自然科學 與

技術。變成綜合各科以瞭解、積極保護與維護，防止

破壞，而成環境科學。它之所以新，看似技術之進步、

思想觀念之進步，其實乃人類面臨威脅與悲哀所逼

使。 

  4、以人文而言，由有用甚至享受而愛護、重視。演

變成怕沒得用而珍惜、愛護、重視。由感謝上天上帝

的恩賜的情感，到珍惜上天上帝所賜有限的資源，人

類沒權利過度使用的反省與新認知。愛他是因他是人



類賴以生存的環境與自然，不是他給人類享受。自然

已非給人類而存在，而是共生。生物鏈是循環與平衡，

人類非中心與享用者、主宰者。 

  5、長期以來，人類與環境之間，態度、理念、關係、

技術、與知識，不斷的變化。而自然環境本身的存在

與其法則，則有其不變的一面。但，人類的生活方式

與需要，不斷的改變，人口不斷增多，慾望也不斷的

增加，對環境的慾求，不斷提升。環保問題的由來與

癥結所在，其元兇為何，應已昭然若揭。 

 

貳、環境教育之本質與意涵 

一、環境教育之本質與意涵 

    由以上之說明，環境教育的本質，乃是人類需要

透過教育，對環境本身有所認識，對人類自身主觀之

慾念需求與環境之關係，有所認知與覺醒，對人類追

求與利用自然環境之態度與價值觀念，有所修正與反

省。 

    具體地說，環境教育不只是要客觀地認識環境本

身，更要客觀地認識與瞭解人類自身主觀的慾念與價



值觀，與環境的關係，還要認知與陶冶人類本身如何

自我約束、自我反省人類的生存與生活，與自然環境

之間的長久永恆關係。整個教育的本質與內涵，不但

要具有科學性，更要具有人文性，尤其要具有自然環

境與自然法則、自然律間之哲學知識。 

    環境教育已不宜只重視認識客觀環境之科學面知

識，與如何處理環境問題之技術面做法。自然律中之

平衡性、有限性、極限性、與相對性，如何由人文之

角度與觀點，透過人類自我慾望與價值觀之覺醒與反

省，已是未來環境教育，必須面對與重視的主要與必

要之問題與課題。 

    簡單地說，今後之環境教育，其主要內涵，至少

應包括以下幾個主要內涵： 

（一） 客觀認識環境本身（科學事實面與人文本質面） 

（二）認識環境與人類長久生存與生活之關係 

（三）如何有效維護環境（技術方法與實作） 

（四）認識環境被破壞之基本原因及其本質（有形與

無形之破壞、技術性與本質性之破壞、短程與

長程之破壞） 



（五）如何從技術面與本質面，減少或防止環境之破

壞 

    以上環境教育的主要內涵之中，有關自然環境與

人類生存需要之關係，有幾個基本理念，在人文的環

境教育中，是相當重要的。例如： 

    1.環境與資源，為人類與其他物種，所共有與共

享的，非人類所專有，亦非某國或某區域，所該獨擅，

更非社會某階層的人，所該獨享。 

    2.自然資源不應視為一般商品，任何個人或任何

階層，不應該以金錢換取超量之消費。 

    3.基本生活之滿足，或為生存之需要，使用自然

資源，可視為人類之自然權利。但超越基本生活所需

之使用，應視為一種傷害環境、傷害人類、與傷害其

他物種之越權與不道德的行為。 

     

二、環境教育之科學與人文思維 

    由以上之說明與分析，環境教育不外乎科學面、

技術面、與人文面的教育、訓練、與陶冶問題。或許

我們可以把技術面包含到科學面裡面去，其實這也是



目前環境教育所著重與強調的問題。雖然目前的環境

教育不能說沒有人文面的內涵或要求。但不可否認的，

目前環境教育中有關人文方面，仍相當欠缺有系統、

有理論、與有深度的內涵，尤其是欠缺具有思想性與

哲學性的思維與依據。本文特別要強調或補強的，就

是針對此一區塊的問題。 

    根據上面的論述，環保教育，除了科學教育與

技術方法之研討與訓練之外，人文教育中，有關自

然律或自然法則的問題，尤其是自然律中的平衡性、

極限性、與相對性等問題，更是環保人文教育中，

最為重要，也是最為根本之一環。認識自然律中的

不變性與平衡性；認識物質的極限性與相對性，人

類就不應該自以為是萬能。人類再聰明，也無法創

造物質。人類只能在有限的自然物質當中，利用物

質，改變物質。但在自然律中，對自然的任何利用

或改變，本身都有其極限，甚至在利用或改變之中，

都會違反到物質本身之極限性或平衡性。也可以說，

任何人為的作為或改變，都有可能違反了自然律本

身之極限性、平衡性、或相對性的法則。比如，某



些技術性、短暫性、或針對性之人為作為，包括創

造發明，或對自然的利用或改變，都有可能帶來相

對之傷害或長期之破壞。因此，任何科學或技術面

之思維或作為，都不得不考慮或服膺人文之不變法

則。雖然這種角度，帶有相當哲學上之難度，但為

人類長遠與自然相處，此種必要之人文與哲學思維，

乃是不容忽視之思維與修養。此外，人本身主觀性

的慾念問題，以及人類本身對物質之追求或需求之

價值觀問題，更是環保教育中，人對自然環境，最

直接與最重要的人文思維與人文自我要求問題。 

    不可否定的，在環境教育中，科學性與技術性的

環境教育內涵與要求，對技術性、短暫性、或針對性

的環境保護或維護，有其相當重要之功能與貢獻，但

如以本質性、長遠性、或自然永恆性的環保思想或理

念而言，人類對自然環境之哲學認知，甚至神學認知，

以及人類本身思想價值觀之反省、自制、與塑造，才

是根本之道。 

    總之，環境教育之科學與人文的思維，其基本之

精神與法則，乃是在思考如何建立永久性與思想性之



環保價值理念，同時在思考階段性、短暫性、技術性、

或個別性的環保工作，如何與永久性、思想性的環保

價值理念相結合。在此一精神與法則之下，環境教育

一方面不能忽略階段性、短暫性、技術性、或個別性

的環保工作，因為這些階段性、短暫性、技術性、或

個別性的環保工作，有其現實之迫切性與功能性之需

要，當然有其重要性。但不可否認的，就人類長遠生

存與自然環境之相對關係而言，階段性、短暫性、技

術性、或個別性的環保工作，有其盲點與最後之侷限

性。為導正此一盲點，也為彌補或跨越此一侷限性，

如何透過人文之環保教育，塑造人類純樸生活之價值

觀念，乃成為永久性與思想性的環保工作之必要思

維。 

    最後，我們必須要鄭重地強調與呼籲，環保教育

的科學與人文思維，必須在「永續發展」與「該不該

發展」之間，做一個長久與理性的思考，更應該做一

個智慧的抉擇。 

 

三、環境教育之最終目的與根本訴求 



    從以上之分析與說明，似乎已經可以看出，環保

教育有技術性的環保教育、短暫性的環保教育、與針

對性的環保教育；也有本質性的環保教育、與長遠性

的環保教育。前者強調，有形、立即、直接、與針對

性的效果；後者則追求，無形、長遠、思想、與人類

主觀性之價值與修養。 

    不可否認的，技術性或科學性的環保教育，有其

短暫、針對、或立即之效果，但本質性、長遠性、與

思想或哲學性之環保教育，才是真正最後與最根本的

環保教育的終極目標。 

 

叁、環境教育與純樸價值觀塑造 

一、純樸價值觀之塑造應為未來環保教育之主要內涵 

    從上述的說明與分析，環保教育在內涵上，雖然

包含有科學性、技術性、人文性的內涵。但真正長遠

有效的環保教育，我們不得不承認，人類本身對自然

環境的哲學認知，以及對自我主觀思想價值上之自我

要求與節制，才是根本與長久之道。但思想價值觀之

型塑，不只是要有知識上之認知，更須要有主觀之認



同、接受、與內化的過程與自我要求。此種內化與價

值型塑的教育，與一般科學或技術性教育，或一般之

知識教育，是相當不同的。它是一種思想性的人文教

育，也是一種人格塑造的品德或道德教育，也是一種

人生觀塑造的生命教育。但目前國內的教育，有環保

教育，也有人格品德教育，也有生命教育，但如何將

三者結合成一種，人與自然如何相處的環境教育，這

是未來環境教育中必須要追求強調，與進行的未來環

保教育的重要內涵之一。這也是本文的主要訴求。 

 

二、環保教育之功能與本質（參閱通識文章） 

    教育之功能與本質，固然要視教育的對象與教育

之目的而分，但無論如何，教育有其一定主觀上之功

能與目的。例如家庭教育、一般學校教育、社會教育、

技職教育，各有其功能與目的；一般國民教育與義務

教育、私人教育、或特殊教育，也各有其不同之功能

與目的。此處我們要強調的，乃是環保教育的問題。

環保教育乃是人類對環境應有的認識、態度、與修養

的教育。它本身從某一個角度而言，是沒有個人選擇



性或自由性的一種教育。具體說，它是人人都應該要

接受的一種教育或修養，在本質上，它本身就帶有強

制性或國民需要性的。其內涵與要求，當然非為滿足

個人之興趣或需要而設，而是要教育與形塑，一個人

活在世間或地球上，面對人類共同的自然環境或地球，

應有的知識、認知、態度、與修養。也可以說，環境

教育其性質是帶有強迫性的，其內涵是有人類共同性

的，它不同於一般之科學教育、技能教育、或一般之

知識教育。 

 

三、如何透過環保教育，型塑純樸價值觀 

    一般教育包括家庭教育、學校教育、與社會教育。

環境教育也是一樣，它當然也包括家庭、學校、與社

會的教育及影響功能，只是環境教育有其科學的專業

性，技術的專門性，以及思想哲學的深奧性。所以除

了透過一般的家庭、學校、與社會的教育及影響之外，

可能還需要透過政府的宣導提倡，或法令的配合規範，

甚至還需要借助於社會的運動或推動。某些深奧的思

想或哲理的提倡與說明，甚或有賴思想家、哲學家、



或宗教家之呼籲與教誨。當然，最重要與最基本的，

就是要藉由正規的學校教育，規劃、進行、推動、與

塑造正確的環保理念，落實有效的環保工作。透過環

保教育，使人人體認到對環境與自然資於之共生或掠

奪，乃衡量一個國家或社會教育與文化發展程度高低

之重要指標。而人類為環境之維護者或破壞者，乃取

決於人類本身之價值觀問題。而價值觀之塑造，又取

決於一個國家或社會的教育本質與教育內涵。 

    純樸價值觀的型塑，有其思想與哲理的認知或體

認，屬於高層次的知識教育問題。至於一般純樸生活

價值觀的提倡與落實，則屬於生活實踐的問題。只要

透過一般學校之教育與培養，要求與實踐，就可以產

生立即與普遍之效果。例如，就每一個人日常的衣、

食、住、行等方面，盡量力求純樸、簡樸、簡單、舒

適、安全、與方便等生活方式，不奢侈、不浪費、不

虛華等，就足以產生一定之效果。當然，正面的學校

教育與要求，不一定就能產生預期的社會規範效果，

除了學校教育之外，政府的施政導向，社會的輿論力

量，甚至必要的法律規範等等，都是型塑純樸生活價



值觀，必要的規範與力量。 

 

肆、價值觀、慾望、與環保間的矛盾與「統 

     一」 

一、人類追求發展進步與環境破壞的矛盾 

  1.環境遭受破壞的直接原因 

  （1）為增加生產所帶來的環境破壞──例如開闢森

林、使用農藥、肥料、抗生素等。 

  （2）為追求生理感官滿足或享受，所帶來的環境破

壞──例如過度追求衣、食、住、行、育樂等各

種奢侈與虛華之享受等。 

  （3）為人類相互之競爭所帶來的環境破壞或傷害─

─例如戰爭或經濟貿易競爭等等。 

  2.破壞環境背後的無形與間接原因 

  （1）人口的增加 

  （2）人類價值觀的物化與生理感官化 

  （3）追求物慾與感官享受的技術進步與發展 

二、科學思維與人文思維的衝突與矛盾（科學家、經

濟學家、政府 VS.宗教家、哲學家、思想家） 



  1.「永續發展」是否帶來「永續破壞」的衝突與迷

思。 

  2. 「永續發展」與「該不該發展」、「為何要發展」、

「發展是直線發展或來複雙向發展」、或「要發展

到什麼程度」等等的爭議與相對思維。 

  3.人類與自然生態間之生物鏈關係或相互依存關係，

是科學的？或是哲學的？或是神學的？ 

  4.人類在自然律中的角色、權利、與義務的認知與

反省。 

三、人類慾望、價值觀、與自然環境間的矛盾與統一 

  1.化「矛盾」為「統一」必要思維──人類依環境

生存，卻成為破壞環境的元兇，唯有透過純樸價

值觀的塑造，才能從自然與人類的「矛盾」中，

找到「統一」的思想基礎。 

 2.人類「需要」與提供需要之「根源」的「統一」

──環境提供人類生存的必要與自然的需要，但

如何使這需要的「根源」，維持生生不息，是人

類生存必要的智慧，純樸價值觀的塑造，乃是人

類表現此一智慧的必要思維。 



 

伍、重塑純樸價值觀以挽救地球、挽救環境的困

難與迷思 

     1.環境學、環境問題、與環保工作的議題與討論，

過度偏向科學面與技術面，忽略本質性與思想

性的環保教育工作。       

   2.過去對環境問題的討論與處理，過度重視階段性、

短暫性、個別性、與針對性的問題與工作，常忽

略長久性、普遍性與本質性、思想性的環保工作，

一方面造成環保工作的頭痛醫頭、顧此失彼、相

互抵消的現象與問題：另一方面，環保理念與人

類生活與價值問題，顯現出相互衝突，甚至相互

矛盾的問題與糾葛。 

   3. 過去之環保工作，常求急功近利、重視眼前速

效、或局部解決，欠缺通盤、長久之思慮與人文

性、主觀性之價值塑造與心靈陶冶問題。 

   4. 環保工作，表面上雖為「如何做」的技術方法

問題，但長久與本質而言，如欠缺人類自我之覺

醒與自制力之培養，終難長久與根本之效果。重



塑純樸價值觀，雖為緩慢與困難的工作，但乃為

環保必要與長久之根本工作。 

 

陸、結論 

    環境教育，是環境學與環保工作中，最根本的一

環。而環境教育的主要內涵，則包括環境科學、環境

科技（技術方法）與環境人文（含環境倫理）等。環

境科學，讓人類認識與瞭解客觀有形的環境事實與現

象；環境科技，讓人類懂得如何去處理、解決、或防

止環境破壞或惡化的問題；環境人文，一方面讓人類

瞭解有形的自然環境背後之本質，瞭解自然環境背後

不變的抽象法則，另一方面，則讓人類了解本身在自

然環境中之地位與角色扮演，也就是讓人類認識人類

與自然環境間之哲學或神學關係，再另一方面，則讓

人類從本身主觀之慾念與對物質世界價值觀之取向，

尋求如何與自然環境永久相處，如何依循自然法則，

使人類與萬物，生生不息，融而為一。此一價值觀之

取向與型塑，實為環境教育之主要目的、也是最終目

的、所追求的，也是人與自然環境相處，最不互相傷



害之自然境界。     

     人類有依自然法則，依賴自然環境，求生存之自

然權利，但任何違反自然法則之作為，或任何超越生

存需要之過度欲念與需求，均屬逾越自然權利之行為。

如何使人類依循自然法則求生存，最具體的做法乃是

透過環保教育，依照自然法則，型塑純樸之生活價值

觀念。才是環保教育的最終目的，環保工作的根本之

途，也是人類與自然環境永恆相處的不二法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