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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前言 

介紹的內容主要分成兩個部分：一是介紹法鼓山慈善基金

會，二是談植存。推行生命關懷是佛教非常重要的內容，不論

是談了生脫死或者脫離輪迴，生命關懷是佛教終極的事情。同

時，關懷社會則是佛教另一個很重要的面向。佛教認為，如果

我們的生命是處於一個和諧平衡、合理發展的狀態下，才能夠

開發潛能、創造價值，然後實現自我與超越自我。我們在自利

的同時也要利他，為這個社會與人類做出應有的貢獻。 

 

貳、 法鼓山理念實踐架構 



佛法的生命關懷與環保自然葬—植存．釋果器．189 

 

法鼓山理念的實踐架構，由上往下分為三個層面：「理念」、

「方法」、「入手處」。最上層是聖嚴師父提出來最主要的理

念：「提昇人的品質，建設人間淨土」。第二層是方法：「提

倡全面教育」與「落實整體關懷」，下有三大教育：「大學院」、

「大普化」、「大關懷」。聖嚴師父說法鼓山有一大使命，就

是推動全面教育。法鼓文理學院就是屬於「大學院」教育。聖

嚴師父認為大學院、大普化、大關懷，這三項是一體的、缺一

不可。這也就是說，學生在完成學校的學習之後，要怎麼樣把

學校中所學習到的讓它普及化。而在普及化的過程中，其實是

涵蓋著關懷的層面。所以這三大教育之間一定是息息相關的。 

最下層是「入手處」，是指四種環保：「心靈環保」、「禮

儀環保」、「生活環保」、「自然環保」。其中，以心靈環保

為核心主軸。什麼是「心靈環保」呢？簡單來說，是保持我們

心靈的平靜與明淨。聖嚴法師以《維摩詰經》「若菩薩欲得淨

土，當淨其心。隨其心淨，則佛土淨。」。〈佛國品第一〉的

觀念，認為「只要人類的內心清淨，所見的世界便是佛國，只

要人類的內心平安，生活的環境也能平安。只要人的心靈在一

念之間清淨平安，就會影響到周遭人物環境的清淨平安」。 

因此，我試著用同心圓的概念劃了一張圖。中間核心的圓

是心靈環保，向外推廣的第二圓是其它三種環保。因為心靈環

保還是需要其它方式去呈現，所以與這三種環保成為四環運

動。「禮儀環保」是保護人類社會的尊嚴與謙和。佛教將人類

的行為分為身、口、意三個種類。由於外在行為產生出的是身

與口，因此提倡用心儀、口儀、身儀的淨化，來促進人我的和

諧。「生活環保」是保障我們生活的整潔與儉樸，少欲知足、

簡樸自然，落實禪宗「修行在行住坐臥間」的觀念。「自然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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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是保全地球生態的共存與共榮，知福惜福、感恩大地，保

護自然環境免受污染、破壞。 

再向外推廣的第三個圓是「心五四運動」，是為實踐四種

環保而陸續提倡推動的心法。基本精神是把佛法普遍地運用在

生活中，以實用為先，是人間化、人性化、生活化的佛法，不

只是法鼓山的行動方針，更是二十一世紀的生活主張。總計五

大項：四安、四要、四它、四感、四福。每一大項有四種「心」

的觀念和方法，因此稱為「心」五四。  

最外層的第四個圓是「心六倫」，是誠心誠意地用心實踐

倫理的分際和道德的準則。於 2007 年由聖嚴法師所發起，將傳

統的五倫觀念，延伸為家庭、生活、校園、自然、職場和族群

等「心六倫」，可說是對當前臺灣社會及國際情勢的回應與契

應。透過這項新倫理運動，期許幫助社會與人心能夠淨化，學

習以服務奉獻的精神，以利益他人來成長自己，從貫徹倫理價

值之中，找到人生的真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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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個同心圓的概念，同時也呼應了法鼓文理學院的大學院

教育。以「心靈環保」為核心價值，立基佛教學系之博、碩、

學士班，向上推廣有四個圓，由內而外分別是「生命教育」、

「社區再造」、「社會企業與創新」、「環境與發展」四個碩

士學位學程。建構佛法與世學兼備的多元教學環境，以培養

「悲、智、和、敬」的能力與態度，以及因應全球化地球村公

民之素養與能力的各級領導人才。  

 

參、 法鼓山慈善基金會 

一、 成立緣起與發展 

（一）1956 年起的「歲末濟貧」 

 

法鼓山慈善基金會的成立與 921 大地震有很密切的關係。

最早是由聖嚴師父的恩師東初老人 1956 年在北投中華佛教文

化館，每逢歲末都會舉辦的「冬令救濟」開始。因為當時臺灣

的經濟環境普遍不佳，目的是為了協助貧困家庭安度年關。如

果從 1956 年算起延續至今，法鼓山慈善基金會做歲末關懷已經

超過一甲子的時間了。 

 

（二）1996 年成立「福田會」 

 

延續這份慈悲願心，聖嚴師父除了持續辦理此項救濟活

動，在 1996 年法鼓山的僧團成立「福田會」，將關懷內容擴大

至平日的慰訪和關懷。現在會團總共有三團九會，都是因應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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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的需求與條件而陸陸續續增加。像福田會的成立很有趣，一

開始它並不是一個會團，它是在念佛會裡面的一個福田組，後

來才從念佛會裡將它獨立出來，繼續推動慈善的工作。 

 

（三）921 大地震成立「安心服務站」 

 

1999 年臺灣 921 大地震後，法鼓山在主要受災地區先成立

「安心服務團」，服務團底下再設若干個「安心服務站」。主

要提供即時關懷與服務，協助民眾安定身心。當時主要幾個安

心服務站成立在中部地區，長期以來協助民眾的心靈重建。 

 

二、 法鼓山與慈善事業 

 

法鼓山與慈善事業之間是什麼關係呢？最主要是與觀世音

菩薩聞聲救苦的精神有關聯。但是這個世間上苦難這麼多，怎

麼救呢？由於觀世音菩薩很有智慧與慈悲，加上祂可以化千百

億化身、千手千眼來救度眾生，而我們就是朝這個精神來學習。

透過做慈善的過程，也是在幫助我們增長慈悲心和智慧心。因

此，聖嚴師父曾經說：每一位受苦難的眾生都是我們的老師。 

先前提到法鼓山慈善基金會成立的緣起與發展，從 1956

年東初老和尚的歲末濟貧、到 1996 年成立福田會，最後 1999

年 921 大地震的安心服務站。2001 年 3 月，為了更進一步落實

急難救助與關懷工作，擴大關懷層面，結合了「福田會」與「安

心服務站」，正式成立「財團法人法鼓山社會福利慈善事業基

金會」，簡稱「法鼓山慈善基金會」。因為要寫十八個字滿長

的，所以在法鼓山體系裡，簡稱「慈善基金會」或「慈基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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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目的與宗旨 

 

法鼓山慈善基金會的目的與宗旨，為「落實整體關懷」、

「推動世界淨化」、「提昇人品」、「淨化人心」為主軸，辦

理國內及國際社會福利、公益慈善及災難有關的人道救（捐）

助業務。在這裡順便一提《財團法人法》，這個法對於比較小

型的基金會，影響層面會稍微大一些；對於已經有建立相關制

度的基金會，影響層面就稍微小一點，不過還是有一些影響。

像學校這邊也是財團法人，只是學校的主管機關是教育部，而

慈善基金會主管機關以前是內政部，現在則是衛生福利部。我

在參與基金會後發現，除了要了解主管機關的相關規定之外，

還需要多方去了解平行主管機關的相關規定。例如關於稅務，

你需要去了解財政部國稅局稅務方面的規定；如果你要協助中

國大陸的救助工作，則需要去了解陸委會的相關規定。 

現今成立的慈善基金會是以急難救助為先，與東初老人早

期冬令救濟的範疇不太一樣。我們主要是以精神為主、物質為

輔的原則，妥善運用有限的救助資源。因為聖嚴師父曾經說過：

物質的貧窮不是真正的貧窮，心靈的貧窮才是我們要去注意的

部分。因為物質的部分永遠也做不完，重要的是如何讓心靈或

精神層面能夠提升。這是慈善基金會一直秉持著聖嚴師父的指

示所實行的方針。 

我們在服務的過程中，提倡與推動的心法是心五四運動中

的「四安」。「四安」指的是「安心」、「安身」、「安家」、

「安業」。一般來說，從安業的字面上去看，會認為是如何讓

人能夠就業。不過，聖嚴師父提倡的安業指的是身、口、意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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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主要是讓人能夠敬業樂群、利人利己的服務精神，在層面

上是不太一樣的。 

當災害發生的時候，「四安」的實踐會以先「安身」為主，

因為需要先有生命的存在，但是在過程中仍然會有「安心」。

接著是「安家」的部分，協助人們重建家園與相關的經濟補助，

恢復家庭的功能。如果我們劃一個時間曲線圖來表示四安與災

難後的過程，「安心」會隨著時間一直往上遞增，「安身」則

隨著時間慢慢遞減下來，而「安家」與「安業」是在後面幾個

階段才會出現。因此「安心」是貫穿這整個心法的主軸。 

 

四、 服務範圍 

 

法鼓山慈善基金會服務的範圍，主要有四個項目：「百年

樹人獎助學金與後續關懷」、「國內外重大災難救助」、「社

會救助」、「社會公益活動」。服務的對象主要有五個類型：

「符合人道救援及捐助者」、「遭逢傷病、急難或重大變故者」、

「弱勢者」、「低收入及清寒者」、「家庭清寒之學生」。  

慈善基金會成立的緣起是從 921 大地震開始。當時「百年

樹人獎助學金」與「國內外重大災難救助」的服務範圍，只有

針對臺灣受災的幾個區域，救助的對象只針對高中生和大學

生，後來擴大到國中生和小學生。之後，區域範圍才擴大到全

省，甚至延伸到海外地區。 

 

（一） 社會救助 

在「社會救助」項目底下的第一個服務是「急難救助」，

相似於政府部門的「馬上關懷」服務項目。慈善基金會的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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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點類似到每一個個案家中做家庭訪問，實際了解個案情況

後，再評估能不能開案。第二個服務是「年節關懷」，年節有

三個節日，分別是端午節、中秋節與歲末關懷。第三個服務是

「機構關懷」，機構是指安養院或是照護中心。第四個服務是

「社區長者關懷」，因應高齡社會的到來，我們在去年嘗試做

偏鄉社區的長者關懷。當年莫拉克風災時，我們曾在六龜和美

濃這兩個地方服務過，專案結束之後，我們又再回去當地社區

做長者關懷。我們也會邀請社區的長者們，來法鼓山參加聯合

祝壽的活動。 

我們在高雄六龜的寶來社區教老菩薩們讀經時，發現這些

老菩薩們的學習精神，非常令人感動。有一次，老菩薩先在紙

上劃下他們自己的手，然後再去彩繪他們的手。他們對雙手抱

持著感恩的心，因為雙手幫他們做了很多事情。他們還會替自

己的指甲塗不同的顏色，看到這些老菩薩也會令人感到很歡喜。 

 

（二）社會公益活動 

 

「社會公益活動」在法鼓山慈善基金會的定義是社會福

利。不過，臺灣主管機關的社會福利分類主要為兒童與少年、

婦女、老人……等。在項目之外的不歸類為社會福利，稱為社

會公益。這兩種類型都可以實行，只要掌握比例原則，達到計

畫所設定的目標。我們服務的對象各種類型都有，不過會盡量

去服務所謂的邊緣戶。所謂「邊緣戶」是指，既不是中低收入

戶也不是低收入戶者。因為政府對於中低收入戶或低收入戶，

也有很多相關的補助。 

（三）百年樹人獎助學金與後續關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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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百年樹人獎助學金」系列頒發的活動中，有一場是

針對基隆市與金山、萬里、石門、三芝等北海四區的對象。我

們邀請一位視障青年林信廷來做勵志的演講。他是一位全盲的

人，卻是一位舞者。最初認識他是因為 921 地震時，我們與「鳥

與水舞集」舞團有接觸，而他是其中一位舞者。「鳥與水舞集」

是文化大學的一位舞蹈系老師所成立，也是臺灣第一支由視障

者、截肢者與侏儒所組成的舞團。另外，百年樹人獎助學金還

有做後續關懷的服務。我們會送給同學課外讀物，鼓勵他們能

夠多元的學習。後來，林信廷在 2016 年出一本書叫做《我看不

見，我活得很精彩》。因為這一個美好的因緣，所以與他聯繫。

聯絡後才得知他還去主持節目，並在 2015 年獲得金鐘獎行腳類

最佳主持人獎。2017 年公共電視還幫他拍了一部影片。由於他

的生命故事很感人，因此邀請他在百年樹人獎助學金頒獎活動

來和同學們進行分享。 

在林信廷的演講開始之前，我們先讓與會者戴上眼罩，在

義工的陪伴下，於會場外繞行，體驗視障者如何在黑暗中行走。

除此，對於一位看不見的人要學習舞蹈是非常困難的，所以，

我們也讓同學體驗盲人如何練習舞蹈。我們將同學的眼睛遮起

來，讓他們透過肢體的觸碰，先理解再呈現出他們所碰觸到的

肢體動作，透過活動的體驗，同學們了解林信廷的生命歷程，

進而鼓勵了同學。 

今年（2018）上半年，我們結合獎助學金的頒發，辦了一

場淨灘活動：於 4 月 22 日世界地球日帶同學到金山青年活動中

心附近的海灘淨灘。主要是讓同學們可以去實踐和擁有環境保

護的觀念，同時，也讓同學們能夠了解世界地球日的理念。 

另外，我們也在南投辦了一場品茶會，藉由品茶的過程，

讓同學們感受如何把心靜下來。這一場活動也邀請林信廷與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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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們進行分享。他分享了盲人如何打棒球的故事。他使用的球

很大而且有聲音，會一直嗶嗶嗶叫。所以他是靠聽力去感受球

再揮棒。不過，不是所有參與的棒球員都是盲人，投手和捕手

是需要看得見的，只有打者林信廷是看不見的。而且，每一個

壘包也會發出聲音，讓他可以藉由聲音的辨識去跑壘。 

 

（四）國內外重大災難救助 

１.關懷萬華忠恕社區火災—美化環境轉化心境 

 

萬華的忠恕社區是一個非常老舊的社區，去年這個社區發

生了火災。當時情況一度非常地緊張，因為都是小坪數且住了

很多獨居長者，還有一些家境不是很好的居民，臺北市消防局

出動非常多的消防車前去搶救，幸運的是沒有造成很大的災

害。我們慈善基金會不是去做第一線的援助，而是做之後的社

區關懷。這個社區很特別的是，社區裡面也有很多外部的團體

在那裡設點，協助社區的居民。我們與里長接洽之後，也因此

與設點的其它團體一起展開互動。 

針對受災戶，我們除了第一時間的慰問關懷之外，另外還

有提供慰問金給真正有困難的居民。然而，有一些團體的救助

是一次性的，沒有後續。於是，我們開始去思考，我們還可以

做些什麼？尤其是這裡有很多的獨居長者或者是家境貧困者。

火災發生之後，房子都被煙給薰黑了，所以我們找里長討論能

否幫忙美化社區的環境，進而可以轉換大家的心情。不過，我

們希望不是只有法鼓山來做，而是能結合其它在地蹲點的團

體，加上居民們共同一起來做。里長相當支持我們的想法，但

是一開始誰也沒有把握居民會一起出來。於是，我們先帶頭開

始做，後來展開的因緣是滿好的。社區總幹事發現我們在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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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候先來幫忙，然後社區居民也來幫忙；家長認為小朋友不適

合刷油漆，就請他們去幫忙撿垃圾。這一個過程從外表看來是

一種環境的轉變，更深一層地從內在去看，我們想讓這個社區

的居民們能夠一起行動起來，同時也能轉化心境。 

這過程還有些故事，其中有兩位大學奬助學金的同學也主

動來幫忙，一起服務奉獻。而在地剛好有某個專門協助街友的

協會，知道其中有一位街友擁有油漆的專業技能。於是，我們

用以工代賑的方式，酌量提供他一些工資，也請他一起來幫忙。 

另外，還有一位是我們奬助學金同學的家長，他也是做油

漆的工作。當他知道這件事情後，也主動提出要來幫忙。由於

我們是外行人，不懂得該怎麼漆油漆，所以我們事先請教一位

我們在宜蘭專門從事油漆工作的菩薩。因為他那天正好有空，

就從宜蘭過來了。他來了以後，告訴我們很多專業的油漆技巧：

刷油漆需要哪些工具、要買什麼油漆、要怎麼混合……等。由

於他買了一個噴油漆的工具來用，讓原本預計需要一個禮拜的

工作時間，只花一天就完成了。後來，我們將那些油漆的工具

送給那一位街友，未來他若要再從事油漆的工作，最起碼已經

有生財的工具了。 

 

２.義工的身影 

 

法鼓山有許多義工會參與災後重建的工作。2016 年尼伯特

颱風重創臺東、2018 年花蓮大地震與南部 823 水災時，我們曾

經去過一些學校協助清理的工作。過程中有一個趣聞，就是花

蓮高商的主任曾在學校與學校之間的會議上分享我們的事情。

我們去協助清理時，很快地用一天的時間就復原了。於是，花

蓮高農的主任打電話來問我們能不能去協助他們。他說你們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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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派一個人來指導我們如何完成就好，因為他們花了很長的時

間，還是沒有辦法完成。其實我們也沒有什麼特別的指導方式，

可能就是人手比較多，所以能快速將它完成。 

2018 年 10 月普悠瑪翻車事件，方丈和尚果暉法師與退居

方丈果東法師，隔天（22 日）就到蘇澳的榮民醫院去關懷家屬。

我們在蘭陽分院也辦了法會，為這些罹難者迴向，還有為受傷

的居民祈福。海外災難救助的部分，我們曾做過一些醫療的義

診服務、關懷服務與捐助物資等。在四川的汶川地震與尼泊爾

地震，也都有許多義工投入救助的服務。  

 

肆、 環保生命園區的建設與發展 

環保生命園區的源起是聖嚴師父早期在日本留學時，曾經

看到臺灣殯葬業現況報導，有感於民間殯葬風俗的繁文縟節與

鋪張喧鬧。因此，聖嚴師父開始構思回臺後如何改善殯葬文化。 

 

一、 推動植存的緣起 

 

1977 年，東初老和尚圓寂，遺囑交代聖嚴師父別為他土

葬，不要墓、不要碑、不要塔，火葬後也不許留取骨灰或舍利

來供養，而是將之和麵撒在海中與水族結緣。由於當時因緣不

具足，雖不能用海葬的方式，還是留了一些師公的骨灰。因此

聖嚴師父最早是希望能夠推行撒葬的方式，將骨灰直接拋撒。 

1994 年，法鼓山開始以「心靈環保」為核心主軸，陸續推

動一系列的關懷項目，希望透過「佛化奠祭」，推動簡約、莊

嚴的佛事文化，同時也做到生死關懷和生命教育。經過幾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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努力後，政府建立自然葬相關的法令，而我們便有法令可依循，

也才能有進一步的計劃與實踐。不過當時的鄉長考慮到，鄉民

們可能沒辦法一下子就接受撒葬的方式，還是會有些顧慮。於

是，聖嚴師父就想到另外一個植存的方式，有些人稱為植葬。 

 

二、 新北市立金山環保生命園區的啟用 

 

聖嚴師父希望我們可以主動來推行這件事情，我是 2006

年到關懷院服務，剛開始接到這個任務時，推動得不是很順利。

因為與公部門間對於很多做法與法令上，還沒有辦法達成共

識。當時臺北縣周錫瑋縣長指派陳威仁副縣長，出來幫忙整合

縣府裡面的相關單位。最後，當時的方丈和尚果東法師與相關

的局處也達成了共識。於是，我們將位於金山頂角段法鼓山園

區內這一塊約四百多坪土地捐給臺北縣政府，由當時的縣府規

劃為「臺北縣立金山環保生命園區」，再委託法鼓山基金會維

護管理。2007 年當時的方丈和尚果東法師與二師伯鑑心長老

尼，共同代表聖嚴師父，將東初老和尚的骨灰置入植存穴中，

回歸大地。全國首座非墓地、不立碑、沒有祭拜儀式的環保生

命園區，於 11 月 24 日正式啟用，當時一共有 10 位植存者。 

為此，鳳凰衛視王魯湘先生特地到臺灣來採訪師父，請教

師父對於植存的理念。我們有將這一段影片公開在網路上。我

覺得植存的方式有一個滿好的地方是，類似中國人講入土為安

的概念。因為在植存的過程中，會讓家屬自己親手去做這一件

事情。家屬會把往生者部分的骨灰，放入預先挖好的洞裡，彷

彿同時讓死者安息與生者心安。2009 年聖嚴師父圓寂，骨灰亦

植存於園區，貫徹並徹底執行了東初老和尚的遺願與環保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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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來臺北縣政府改制，現稱為「新北市金山環保生命園

區」。許多人誤解生命園區是屬於法鼓山，其實它是屬於新北

市政府。因此任何登記的程序要回到新北市殯葬管理處，目前

在板橋殯儀館有設立一個服務中心，可以向中心去諮詢與申請。 

 

三、 關於海葬 

 

我曾經有一個滿難得的因緣，是跟著家屬出海去拋撒。當

時是臺北縣市合作辦理的「縣市聯合海葬」。但是海葬因為需

要考量海象的條件，因此不是說訂好日子就一定能夠出海。當

時公部門有來詢問我們，看看法師是不是可以在船上關懷家

屬。那時我剛好在關懷院服務，於是便跟著去了。大家都知道

坐船容易暈船，我也不免俗的在出發前半小時先吃了暈船藥。

海葬有規定一定要在公海的區域，幸好當天的海象不錯，船沒

有搖晃得很厲害。當時海葬的做法是將骨灰裝在一個袋子裡

面，袋子的材質應該也是紙的，比較能夠溶解，另外還有一個

紙盒，盒子底下有一個洞，家屬拿著盒子到了船邊後，把盒子

輕拋海面上，盒子再緩慢沉入海中。 

 

四、 植存申請流程 

（一）植存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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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植存申請流程，首先，家屬要先取得火化許可證，再

向新北市立殯儀館提出申請，然後館方會與你確定植存的日

期，之後他們會把資料傳真到生命園區服務部。這也就是說，

家屬沒有辦法當天火化完成後，馬上接著去植存，所以需要去

思考火化後到植存前這一段時間，要將往生者的骨灰放在什麼

地方。有些家屬認為沒有顧慮，會將骨灰帶回家裡暫放；有些

家屬心裡還是會有些罣礙，就會另外去找一個地方暫時安置骨

灰，等到植存日當天，才將骨灰帶來園區進行植存。 

 

（二）植存日 

 

植存當日，家屬先向生命園區辦公室辦理報到與核對文

件，然後我們會先關懷植存者家屬與說明植存程序。接著家屬

會觀看一段植存的影片，以明白整個過程。看完影片之後，我

們會整隊再帶家屬前往生命園區。生命園區不分宗教與地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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讓國內外各地民眾植存，沒有收取費用，任何宗教、任何種族

都可以來植存。所以我們在植存的過程中，沒有進行任何宗教

儀式，只會簡單的進行默禱追思，然後進行骨灰植存。 

目前先是將骨灰分裝在三個袋子裡，所以就會有三個洞。

這三個洞是義工菩薩事前已經隨機挖好了。植存有三道程序，

家屬們可以協調彼此負責的部分與先後順序，希望讓每一位家

屬都能夠參與其中。 

義工菩薩會事前準備好一個已經裝有花瓣的小籃子，一個

已經裝有土的小籃子。第一個步驟是把骨灰倒在洞裡面。第二

個步驟是取一花瓣放進洞中。第三個步驟是鏟一小瓢的土覆入

洞內，爾後會由義工菩薩把土覆滿。因為之後同樣的三個步驟，

會再重複，一共三輪，所以基本上會有九個人來做這件事情。

如果沒有這麼多位家屬也沒關係，可以重複做。三個輪回做完

後，我們會再進行一次默禱追思，這樣植存程序就完成了。因

此，植存也是四種環保的呈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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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環保生命園區植存現況 

（一）身分 

 

生命園區的植存現況，根據法鼓山關懷院的資料統計至

2018 年 8 月底為止，依身分別來看，還是以我們的信眾人數為

最多，且身份別有非常多不同的類別。 

 

（二）宗教 

 

植存者依宗教別來看，佛教是最多的，其次是民間信仰。

還有各種不同類別的宗教，也有基督教的植存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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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年度 

 

植存者的人數依年度別來看，第一年剛開始的時候人數很

少。第三年人數突然增加很多，因為聖嚴師父是在這一年圓寂、

植存，也因為當時媒體有特別的報導，所以讓更多人知道植存

的理念，於是有很多人來申請。 

到了 2016 年，植存者的人數突然又增加很多。因為我們之

前一天只能辦理兩位植存，上午與下午各一位；而從這一年開

始，改成上午兩位、下午兩位，因此人數就又增加了。當時一

天只辦理兩位是考量，骨灰與土壤融合需要時間的問題。 

基本上我們將園區分成兩半，每年只使用其中一半的區

域，隔年則換另外一半區域來植存，而同時，已植存的區域就

要開始翻土。順帶一提，我們有拿土壤與骨灰去做化驗，骨灰

的主要成分是鈣與磷，因為考量骨灰與土壤的融合問題，所以

翻土時，還需要做一些土壤的調配，讓土壤可以再活化。這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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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一種專業。 

 

（四）國家 

 

植存者的人數依國家別來看，當然就是我們臺灣最多，不

過還是有其他國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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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綜談樹葬與植存 

 

2009 年聖嚴師父捨報圓寂、植存後，各縣市政府也陸陸續

續開始推動自然葬，所以現在許多縣市政府也有設立相關的專

區。其實環保葬有很多種形式，而植存的形式是從法鼓山開始。 

 

（一）樹葬 

 

在聖嚴師父推動植存之前，就已經有樹葬的方式。當時在

推行樹葬的時候，有一些部分是公部門沒有考量到的。樹葬有

兩種方式，一種是本來這裡就有一棵樹，他們在樹的周圍挖洞，

再將裝於可以被自然分解的玉米罐裡的骨灰放入洞穴埋起來，

若干年之後它會分解。但是，沒有人去向家屬做一些觀念上的

說明，於是，有些家屬把那一棵樹當做是墓碑，會去拜那棵樹，

甚至會在樹上刻字或掛牌子之類的。這是樹葬衍生出的問題。 

另外，原本在實驗室裡實驗裝骨灰的玉米罐，過了一段時

間後可以被分解而與土壤融合，可是實際上並沒有。畢竟實驗

室裡的環境條件與實際環境不太一樣，產生的結果也會有落差。 

第二種樹葬的方式是，先埋骨灰再種樹，然後樹慢慢長大。

結果，人們還是會把那一棵樹當作墓碑去祭拜。所以樹葬與聖

嚴師父所推行植存的方式是不太一樣的。 

 

（二）與其他縣市交流植存的經驗 

 

當初我們在設計與規劃時，也是在想要如何設計這個盒子

或用玉米罐。最後還是回歸到用紙盒子，因為紙盒子是可以重

複使用的。植存完成以後，我們會收集好再送回去新北市殯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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處，這也是一種環保概念。 

後來，因為陸陸續續其它縣市政府也在推行植存，他們來

生命園區了解我們實際執行的過程。我記得有一次我去舊的臺

中市政府交流經驗，當時負責自然葬的業務是歸屬民政局。他

們已經有一個樹葬區，想要把其中的一個區域規劃成植存區，

請我們提供一些建議。於是，我建議他們的辦公區可以稍微再

大一點、布置得更溫馨一點。當家屬來到辦公區報到時，可以

與家屬有多一些的互動，也就是多一些的關懷。 

另外，在臺南的大內也有植存的做法。他們剛開始只是先

嘗試著做看看，所以植存的區域很小。他們啟用的時候，當時

的方丈和尚果東法師派我代表去參加。那一次大約有十二位植

存者，不過他們只將骨灰放在一個洞裡面。兩、三年前，我再

詢問他們實行的成效如何，他們說現在接受的居民越來越多，

所以植存的區域有再擴大。 

現在新北市三芝區有一座櫻花生命園區。那塊地有點像梯

田，一階、一階的。每一階上面種了許多櫻花，然後在每兩顆

櫻花樹之間做植存。他們也是一個洞，不過不是每天可以植存，

是一個禮拜只有一天來做。 

櫻花生命園區啟用的時候，新北市政府希望我們也可以去

做管理，甚至別的縣市政府也詢問法鼓山能不能去做。但我們

要做的事情主要是理念的推動。聖嚴師父一直以來都是在做理

念的推動，做一個帶頭者。如果大家都認同相同的理念，大家

就一起來做。後來衍生出一些地區推動撒葬、花葬，國外還有

更先進的太空葬、冰葬等方式，因為火化畢竟還是會產生一些

污染，即使設備有過濾，多少還是會有部分的污染產生。所以

國外利用一種液態的東西，讓骨灰一敲就碎了。其實人火化之

後，剩下的骨灰真的不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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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 結語 

環保生命園區剛開始成立的時候，沒有限定只能是新北市

的居民，全省都可以來這裡做植存，也沒有限定往生多久的人。

後來我們發現有已經往生非常多年，甚至是日據時代往生的

人，家屬後來也將骨灰拿去研磨來做植存。我們當時希望是針

對剛往生的人，往生很久遠的人就不一定要這樣子處理。不過

還是有很多菩薩會將他先人的骨灰再取出來做植存。我們在這

些過程中也學習到非常多。 

我們在推行植存的過程中，遇過很多不同的情況。當然我

們一定會與家屬做說明。如果當時的因緣不許可，家屬還是可

以照原本的計劃或是還有其它地方可以選擇。譬如，在臺北市

木柵的富德公墓有樹葬，那裡是當天火化完後就可以當天去做

樹葬。重點不是他們一定要來法鼓山生命園區做植存，而是讓

家屬真正理解植存的理念與其生命的意義，正如聖嚴師父所

說：「人生的終點，不是生命的結束，乃是無限的延伸以及圓

滿的延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