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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 要:本文透过分析两位基督教生态学者麦菲和科布的生态经济学理论,旨在提供一种有别于现今

主宰全球化经济模式的古典经济学模型。不利生态文明建设的经济理论陷入个人主义、消费至上的意识形

态和高增长的经济神话。生态经济学并非忽略经济活动,而是强调人类经济活动与生态可持续性发展的相

依关系,提供后现代的关联模式,整体主义的共善价值,并指出这些生态经济学有着基督宗教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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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化”(globalization)引起不同学科学
者的研究兴趣,并视之为当代世界的一个全新的
局面,但根据一些历史学家研究发现,早于14
世纪,对当时世界大部分的人而言,全球主义已
经是他们生活的一部分,至19世纪以降,西方
资本主义的兴起,其实只是这种全球主义的发展
而己。①但无可否认的是,全球化对人类带来一
些新的结构和活动,据联合国在1995年发表的
《混乱的状态:全球化的社会效应》报告书中指
出,全球化导致自由民主精神价值的开拓、市场
力量成为主导世界的地位、世界经济一体化、生
产体系和劳工市场出现变化、技术革新的加快、
传媒革命和消费主义。这一系列的转变造成了不
少人生活质素的提高,但同时却又把更多的人陷
入更深的排挤和剥削之中。②

倘若简单地描述全球经济结构和模式,我们
可以指出信息科技发展的网络世界被建立,但在
这种多元交织的网络世界中,全球城市成为经济
的核心,国家权力被进一步削弱,跨国贸易和法
则组织进一步要求国家政府交出经济的权力。但
同时全球资本在国家中的权利又依赖国家政府来
保障。金钱、科技、影像及意识形态快速在全球
流动,迅速将全球纳入全球的资本主义的经济体
系中。在这种辅天盖地的全球化过程中,贫富悬
殊加剧,缺乏议价能力的发展中国家不单成为全
球化的牺牲品,甚至生态问题更渐趋严峻。③

本文尝试透过分析两位基督教生态学者麦菲
 

(Sallie
 

McFague)
 

和科布
 

(John
 

Cobb)
 

的生态经
济学理论,旨在提供一种有别于现今主宰全球化
经济模式的古典经济学模型,认为这个不利生态
文明建设的古典经济理论陷入个人主义、消费至
上的意识形态和高增长的经济神话。生态经济学

并非忽略经济活动,而是强调人类经济活动与生
态可持续性发展的相依关系,提供后现代的关联
模式,整体主义的共善价值,并指出这些生态经
济学有着基督宗教的基础。

一、生态经济学的基本理念④

在现今全球化视域下,仅仅制定保育的制策
已不足以对生态问题有实质性的帮助。倘若人类
不彻底反省支配全球的经济模式,一切生态保育
的方法只会事倍功半;同时经济发展的影响亦不
限于人类的社群范围,它所造成的后果是遍及整
个生态圈的。因此,经济学与生态学是彼此关连
的。不少学者近年亦开始注意到这两者的关系,
提倡一种带有生态关切的经济学

 

(eco-economy),
意思是探讨一种以生态学为主导原则的经济模
式,以可持续性代替增长模式,以整个生态平衡
作为最终考虑的经济模式。⑤

生态经济学被理解为一种跨学科的研究项目,
目标是处理人类经济模式与生态体系之间的相互
依赖与共同演化的复杂关系。这种经济学的基本
关切在于强调一种可持续发展

 

(sustainability)
 

的
远象

 

(vision),并反对自然资源可被人为资源替
代的可能性。生态经济学关心跨世代之间的平等
与公正问题,肯定气候改变的不可逆转性,对于
人类干预大自然的后果抱有不确性,最终指望以
可持续发展的理念来引导经济决策和考虑。

故此,生态经济学对传统主流经济进路有所
分歧。前者不满后者的 “成本—效益”模式,企
图将经济价值与其他相连的自然科学割离,试图
制造一种经济研究分析的中立和客观的虚假形
象,让大众以为经济考虑与道德价值是两个不相
关的领域。生态经济学强调经济本身无可避免是



一种涉及伦理、道德和价值的规范性学科,并且
无法与自然科学所研究的对象分离;它背后隐藏
了太多对于价值的理解和世界观的预设。因此,
它不可能是一种纯粹的实证科学。传统主流经济
学模型企图以价值中立的科学形象出现,但生态
经济学家指出,价值中立的经济学是不真实的;
前者企图引入更多富有生态考虑的判准来制定经
济模式,而非采取某种单一的效益、果效和成本
控制等标淮。

生态经济学试图将经济思考与实践活动扣紧
物理和生物世界来考虑。它并非片面地反对任何
形式的经济发展,而是认为经济发展本身只是手
段而非目标,一切的经济思考最终须要以人类与
大地的生态体系的福祉为最终的考虑,依此,人
类的经济活动、生态体系与社群发展三者之间将
有着更紧密和重叠的关系。这种针对关联性而发
展的生态经济学强调经济模式须要考虑环境的保
育问题。生态学要处理的是大地上各生命形式的
物理性和生物性过渡转变,而人类的经济行为本
身正与这些体系密切关连,两者不存在彼此从属
的关系 (有某些生态经济学家却认为人类经济行
为甚至应从属于生态体系之下);生态经济学强烈
反对传统经济学模式中对增长

 

(growth)
 

的迷思,
前者指出一种有利于可持续发展的经济标准是寻
求各生命形式的福祉的 “发展”(development)
观念而非片面的增长。但在经济急促发展的21世
纪,“增长”(growth)与 “发展”(development)
的本质往往容易混淆。

二、新古典经济学的宗教批判

全球性的经济运作理念根源于新古典经济学
 

(neo-classical
 

economics)
 

的理论,这理论认为
市场本身具有调协需求和供应的能力,货品的价
格会自动随着供求的变化自动达致一种理想的位
置。在这理论下,人被假设为一种自利的个体,
每个人都会为自己的利益极大化而考虑和行动。
因此,一切的资源都由 “无形之手”这个庞大的
机制来进行分配。基督教生态女性主义神学家麦
菲

 

(Sallie
 

McFague)指出,这种被称为具有自
然科学客观性的学科并非他们所宣称的价值中立

 

(value-free),反而是一种对世界的理论诠释,
其中有着各种的假设,例如人被理解为一种个体
的存有,这种存有被自身的利益所驱动,他们与
其他的群体并不会发生密切的关系,大自然被视
为一种 “外在之物”(externalities),是被占有
和挪用而己,并且 “增长”被视为惟一的人类及
世界的目标。⑥

麦菲进一步提出,这种新古典经济学的世界
观的激进发展就是一种带有宗教维度的 “消费主
义”(consumerism)。在现代的全球化现象来
看,消费文化正占据着人类生活的每一个层次,
并且被认为是唯一的美好生活的模式。这种意识
形态消费主义正好强化某些价值信念,例如:人

一己的欢愉
 

(happiness)
 

是基本的人生目标,而
消费这经济活动本身就是达致个人欢愉的首要手
段,甚至我们不能想象,除了这样的消费文化经
济模式之外,人类还有什么其他的选择! 消费不
仅是一种行为模式,麦菲认为它是一种深深植根
于每个政治与经济结构中的一种系统性的现
象,⑦较讽刺的是消费者自己从来没有办法参与
在消费市场中作积极和主动的角色,实际上只有
产品制造商、广告制造商、媒体、政府和跨国机
构能在当中主导整个游戏的规则,而消费者只是
被他们制造出来进行消费的对象而己。⑧

显然,这种消费文化对生态造成严重的破
坏,大自然中不少的自然资源是有限和不可再造
的,倘若大地仅被视为一种外在之物,在整个经
济模式中缺乏一种 “大地的经济学”(planet

 

economy)
 

的考虑,则大自然只会不断被开采去
满足人类那种无穷的消费欲望而已。麦菲指出一
个明显的例子就是全球的温室效应,高能源消耗
的生活模式加速全球的温度上升,全球的温度改
变对生态造成不可挽救的后果。西方中产阶级的
生活模式所制造的二氧化碳的数量是发展中国家
的四至五倍,可见温室效应很大程度上是人类生
活模式改变的后果。

三、生态经济学的世界观

麦菲强调诠释框架的转换可以带来新世界观
的引入,要改变现时全球性的经济活动对大自然
做成的危害,她认为人类须要彻底转换观察世界
的方式,就是从新古典经济学的世界观转移到一
种生态式的经济学。两者同时是一种诠释的进
路,因此,麦菲认为生态经济学同样可以发挥以
往新古典经济学的影响,问题是人类是否愿意改
变和承担改变后的责任。

简单而言,生态经济学所提倡的是一种为着群
体而存在的经济学

 

(economics
 

for
 

community),⑨这
种经济学关注的方向是社群、公义和可持续性。⑩按
麦菲的理解,新古典经济学与生态经济学的基本分
歧在于三方面的优先次序,这三方面是资源的分配

 

(allocation
 

of
 

resources)、分配的公义
 

(distributive
 

justice)
 

和可持续性
 

(sustainability)。
生态经济学起始于可持续性和分配的公

义,而非个别竞争个体中的资源分配。在社
群能持续有能力生存下去之前,各成员都能
使用他们的资源,并在这规限中,竞争使用
者中的资源分配才可进行。
可见,麦菲并不认为这种生态经济学是价值

中立的,它有着一些较核心关切的焦点,大地的
福祉和可持续性是首要的,其中运作的经济模式
应该是提高大地上美好的赐予之功能,并能为所
有成员服务。因此,麦菲指出生态经济学中的经
济原则应该是循环性 (circle)

 

而非线性
 

(line),
意思就是经济模式应从不断向前发展及增加指数
作为经济效益的目标和成就,改变为一种考虑人

·742·       论基督教的生态经济伦理学  



与其他生命形式彼此关联之中所建立的网络。
同时,这种经济模式的关注就是以可持续性为目
标,麦菲认为可持续性是一种社会远象

 

(social
 

vision),当中社群就如何维持该社群的美善具备
基本的决策权,因此,经济性的决策是为着整体
的福祉,而非个人的快乐。这种可持续性的原则
包含生命的各个方向和维度,其中有文化、科技、
教育、社会和灵性的发展,这些不同的生命维度
都是可持续性的美好生活所应追求的项目,而非
单单经济生活的满足和增长。

麦菲提议一种 “在社群中的个体”(individual-
in-community)

 

模式最接近上述的生态经济学,
这模式强调个体不能离开社群而存在,同时社群
也是由这些个别的个体来组成。

 

这种模式反对
个体与社群的二元论与一元论的极端,认为两者
并非一种 “非此即彼”(either

 

or)
 

的选择,个体
和社群相互依赖,亦彼此完成对方。在大自然的
生态现象中,正好体现出万物的联合

 

(unity)
 

是
依赖着成千上万个体的复杂性和多元性来建构
的,因此,生态模式并无忽略个体的福祉,反而
重视整体生态的命运是不能离开个体来考虑的,
但跟古典经济学不同的地方,就在于一己的幸福
亦是不能脱离整体的福祉来达致的。麦菲认为
脱离大自然这个整体的福祉来考虑个体的经济效
益是与可持续性相冲突,大地不能只被理解为一
种可在市场上交易的资源或资本而己,人类更应
该视她为 “母亲”(mother),是整个创造生命
的源头,依此,人类才会爱惜整个大自然,不
致因为单纯满足个体的欲望而伤害大自然。

四、经济理论的具体性误置的谬误

与麦菲对新古典经济模型的批判接近,基督
教进程神学家科布

 

(John
 

Cobb)
 

挪用怀特海
 

(Alfred
 

N.
 

Whitehead)
 

的 “具体性误置的谬误”
(fallacy

 

of
 

misplaced
 

concreteness)
 

来分析经济
活动模式的理论困难。简单而言,科布认为指导
着全球活动的经济假设,实际上根源于现代性的
一种具主导性的模态,其中较重要的是人的一种
个体化观点和人与自然的二元论主义,这些导致
人类中心论。现代的经济代模彻底将人从人类社
群及人与其他被造物之间的关连抽象化出来。
经济理论之所以成功正在于它本身体现出一种高
度的抽象性

 

(high
 

level
 

of
 

abstraction),这理论
从现实具体世界中作高度的抽象归纳,建构出普
遍又高度概括的经济代模,并把这代模再落实应
用于具体世界中。但经济学家一般不大注意在应
用这些代模时的危险。

对科布而言,最严重的具体性误置就是把活
生生的人理解为单纯的一种 “经济人”(homo

 

economicus),经济人的特质在于,第一就是把
人类理解为一种自给自足

 

(self-sufficient)
 

的个
体,他的存在是一种与其他存有无关的存在,这
是一种极端个人主义的表现,他者的存在及苦痛

完全与这种经济人无关,他们与其他存有所建
立的仅只是一种外在而非血浓于水的亲密关系,
他们与其他存在的关系只是一种市场所搭建的交
易和合约关系,人本身所具备多样化的意义活动
被简化为一种讨价还价的交易活动,这种人被理
解为视经济活动和思考成为生活的全部,并且委
身于其中,故此,人类社群只是个别的原子个体

 

(atomic
 

self)
 

的聚合而已。
其次,经济人在经济理论中被预设为一种贪

得无厌的动物,在这种经济学的假设中,人的欲
求是要被不断满足,并且这些欲求在理论上被认
为无法最终被完全满足,故此,新的需求会永无
止境地出现。还有,经济人就是一种以理性态度
来使用金钱作为衡量价值和意义的动物,将金钱
效益极大化是被视为理所当然和应该的,金钱的
增长成为一切活动的判准。这种经济学的人观
会进一步加促社会的不公平和弱势社群的出现,
因为经济人只着眼于一己的福祉,将自身的经济
效益极大化是理性化的表现,市场将自动调节供
求的关系,故此政府在市场上过多的参与和影响
被视为妨碍正常市场运作的举动,最终,政府要
透过政策来干预市场,为要达至某种公平和公义
的结果则会被视为不恰当。科布强调经济代模
是科学的,“但更经常,在进行解释和建议政策
时,它会忽略其中包含的概念和论证的抽象性程
度,并且轻忽当它直接应用到真实世界时,其中
思考结果对公众福祉所构成的危险”。

再次,二元论中强化了非人类世界的工具价
值,他们的存在只在于满足人类的消费需求和经
济上的满足,自然世界的价值也就是一种人类愿
意付出和接受的价格。这种价值与价格的转换导
致了人与世界的二元论,世界被视为一种消费品
而已,科布认为,“把自然事物的价值缩减为个
体当下愿意支付的市场价格是高度可疑的”。
他指出,这种考虑直接导致生态的全球性灾难,
经济人只着眼于以工业经济生产中所着重的效益
原则来对待自然,显然,大自然是须要被视为具
有自身目的价值,并且又能与人类的福祉密切相
关的观点来考虑。

大自然的自然资源亦在现代经济模式中引致
消失,从经济理论的深层结构中,揭示出对生态
环境一种短视和不负责任的态度。自然世界过去
是以 “土地”(land)

 

的形态进入经济模式的考虑
中,意思是它与人的劳动力

 

(labor)
 

被视为生产
的因素之一,在古代社会中,人类视大地为他们
生活的部分,农作物、动物、土地都是彼此关连
的生活群体。但随着工业革命出现后,土地遂渐
被理解为一种可买可卖的商品

 

(commodity),或
被视为一种可供人利用的物质

 

(matter)
 

而已,
环境的价值随着市场的调节来改变,这种价值只
是一种供人享用的工具价值,它本身的内在价值
将在整个经济结构中被忽视。科布指出,全球
自然资源的短缺问题并未受到经济学者的充分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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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他们简单地以为这些仅是物质的自然资源是
可相互被取替,他们本身所内具的独特形态和生
命特质并非首要的关注,经济学者认为短缺的问
题随着市场的自动调控,人们会找寻更便宜的物
料来代替价钱高昂的资源,或发展新科技来开发
新的自然或人为资源。简单而言,大自然中物种
和整个生态的整全性、多样性和复杂性都没有被
重视。随着工业活动和经济活动的增长,大自
然中的沙漠化、水土流失、侵蚀等自然生态灾害
皆没有在经济模式的考虑当中。虽然,现在污染
的问题遂渐受经济学家所注意,但科布指出他们
关注的核心仍然是经济的增长多于环境的保育,
例如,美国政府委派的经济专家小组,探讨全球
温室效应的问题时,经济学家的结论是实施那些
防止全球气温上升的政策不应妨碍以经济增长为
主导的政策。

科布 强 调 生 态 学
 

(ecology)
 

与 经 济 学
 

(economics)
 

其实是彼些关联的,两者都涉及
“家务”(ecos)

 

一词,前者是家务的 “逻各斯”
(logos),可指一种家中事务的结构及理性;后
者则是家务的 “规则”(nomos),故是一种管理
家中事务的律则。虽然两种学科有着一种字源
上的相关性,但在现代的学科发展而言,两者却
显得各不相干。在一种新自由主义的经济理论
中,自然资源被视为是无限的,他们相信科技的
改良和进步可解决自然资源的有限性,因此,经
济的增长,人类的消费活动就可无止境地进行,
这种消费增长的加剧,导致全球一体化的市场的
出现,市场将有效地调控所有的资源分配,环境
的保育问题以随着经济更有效的操作而得以改
善。但生态学者则有另一种看法,他们认为整个
人类所依附的自然环境已到了极度危险的境况,
人类这种无止境的消费活动只会导致更多物种的
灭绝,这些与人类共存的物种只有通过悉心的护
理,而非市场中的 “无形之手”来调控才能保存
下去。自然资源,如石油、水源及空气都倍受污
染。对生态学者而言,这一切的问题都不能依靠
经济的活动来解决,甚至他们认为经济活动是这
些生态问题的祸根。

对科布而言,经济学与生态学之争可视为一
种现代与后现代之争,经济学可理解为成功地运
用现代学科理念的学科,这种纯粹以技术理性主
导的学科有着惊人的预测能力和主导人类行为模
式的力量;然而,生态学则关注于整体和彼些相
互依赖的关系,而非一种强调细分和单向的现代
思维模式。

 

其次。两者又以看似相反的目标来
推进,经济学以经济的持续增长为依归,生态学
却以可持续性发展

 

(sustainability)
 

为首要目标。
科布清楚指出,他是倾向后者的,

如果所追求的增长真是可持续的,我也
许没有异议,因为这种增长属于一个可持续
的社会,真正的可持续的增长是可以在再生
资源的极限中实现的。我们不能捕捞一个鱼

种超过其再生的速度,我们也不能砍伐树木
比种植树木还快。而且,我们不能降低我们
开采东西的质量,海洋和森林的健康应该得
到维护。至于不可再生的资源,我们应该尽
可能少而慢地使用它们,并随着我们的进步
开发各种替代品。
但经济的持续增长与这种生态式的可持续性

会相混淆,18世纪的工业革命提倡劳动的分工
 

(division
 

of
 

labor)
 

及生产力的改变
 

(机械的出
现),致使人们相信经济和财富的增长是无限的
神话。科布清楚指出,一个很简单的事实就是人
们随着经济活动的加剧,所造成对大自然的掠夺
和携取,已远远超过大自然自身能回复的生长速
度,试问这如何能达致一个可以持续地发展的社
会? 科布指出,经济学家以为自然资源临到这种
极限的处境,是可以透过科技生产其他替代品来
代替,因此,对经济学者而言,可持续性实质上
是可以达致的,其内容是一种可持续的增长而
已。科布进而指出,根本上很多经济学家漠视
了因着经济活动所导致的生态环境破坏而所花费
的成本,以致单着眼于国民生产总值

 

(GDP)
 

的
增长数字是一种以偏盖全的做法。

五、后现代生态经济学理念

后现代的基本理念是强调人与社群,包括大
自然的环境,是彼此关连和相互依存的,人的人
格

 

(personhood)
 

是植根于和透过群体而被建立
的,因此,人应以一种 “在群体中的人”(person-
in-community)

 

这模式来看待。人与其他人际社
群和自然的族群的关系是一种内在而非外在的契
约式的间接关系,人一旦离开这种在群体中的存
有这种关系,则他的人性将有所欠缺。可见,群
体是考虑的中心,群体的存在及是否能持续存在
是后现代思维的关怀所在。科布从不反对经济增
长,只要这些增长不对群体和环境造成破坏,就
他而言,过去这种支配全球的现代经济模式,意
即不断扩大经济市场的规模和加大经济活动的力
量,是否一种内在美善

 

(inherently
 

good)
 

而值
得追求的价值? 抑或这些模式仅只是一种工具而
已,倘若他们不能帮助人类响应全球化所带来的
问题时,我们是否应考虑把他们摈弃!

对科布而言,群体是首要的关注范畴,现代
经济模式正好是将人从他们所属的人类社群和生
态社群中抽离出来,导致社群的瓦解,因为在现
代经济模式中,一切的关系都只是外在和可被替
代的,大自然的破坏从一种终极的意义而言,根
本就无伤大雅。但科布指出,人类及他所属的社
群的福祉是不能离开大自然的福祉来考虑的,故
此,经济的效益只应放在提供满足人类的需要

 

(need)
 

的考虑上,过度的经济增长,或危害人
类与生态社群关系和连结的经济增长都应被视为
不值得追求的。

从后现代的角度而言,自然是充满着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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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性和独特的特质,当中众多的限制一定须
要认真看待。倘若有一个可持续性的将来,
其中自然进程中的复杂性和相互关连一定在
现代经济模式中被忽略。人类的经济

 

(human
 

economy)
 

是自然经济
 

(natural
 

economy)
 

中
的一个从属的元素

 

(subordinate
 

element),而
非一种可无止境地开采自然的自律系统。我
们须要寻找方法满足人类的需要,并且维持
一个大家满意的生活,这种生活模式应该比
现时的更少竞争性。
因此,一种可持续性的发展观念,必定是以

社群为依归的发展概念,意思就是经济活动进行
和存在的目的是要服侍该群体,易而言之,是社
群指导的价值来引导经济发展的蓝图,目的是为
要社群得以被建立。由此观之,科布跟随亚里
士多德

 

(Aristotle)
 

区分开两个与经济有关的概
念,“oikonomia”是今天 “经济”(economics)

 

一字的字根,“chrematistics”则更多指涉到政
治经济学中对财产和财富的拥有和极大化,前者
更多是指到家中的管理,用意在提升家中成员的
价值,其中包括人类与非人类的存有。就科布而
言,这正好是他所倡议的一种 “为社群的经济
学”(economics

 

for
 

community)。
 



为要抗衡全球化的经济至上主义
 

(economism),
科布提出一种地球主义

 

(earthism)。地球主义强调
人与大自然有着共同的历史,两者有着生死存亡
的紧密关系,但与此同时,人在整个生物圈中有
着重要的价值和部分。其次,经济活动本身并非
目的而是手段,在地球主义的观照下,科布更注
重本土的经济市场而非一种市场的全球化,前者
能容许更多本土人士参与该社群的经济发展,他
们更能明白本土的实际需要。但同时具备充裕资
金的国家,亦须要投资在教育、医疗、改善工作
环境、缩短贫富悬殊的领域。

六、结论性思考

基督宗教的创造观提供了一个宏观的普世性
视野,人并非创造的核心,反而整个大地建构成
一宏大的生命共同体。人的被造是被赋予了照顾
大地的责任,经济活动与视大地为家的平衡价值
须要被肯定。同时,基督宗教指出,社群而非个
人是首要价值范畴,西方近代的个人主义,加剧
了人类中心论的力量,导致生态危机日趋严重。
基督宗教的生态经济学强调一种关爱万物的生命
质素,视大地各生命体为休戚相关的连续体,强
调消费有度,区别需要与欲望的区别,经济活动
的目标以提高生命质素而非生活水平为目标。因
此,基督宗教的生态经济学并非否定经济价值,而
是对经济模式和实践理念的重置

 

(re-orient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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