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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ケ゚鐱份羖なー漼¦ ⁰㍂ケ゚鐱份羖なー漼¦ ⁰㍂ケ゚鐱份羖なー漼¦ ⁰㍂ケ゚鐱份羖なー漼¦ ⁰""""

                          (2010-2017) 

"""""

淸邊湾 ㌨豭ま猒襯漼水姣邐¢á媾 ̤姣邐û哿嫋强噇鐱份惇水縗Ā 敦豭㺃 襯淸邊湾

㌨豭漼水襯徧縗淸邊豭ひ鍈 船豭嫋c̬襯 𪘚1/5䋝す漼水襯㌉Ū 煇𪘚1/5総益豭ゑĀぐ

37嫋メ鍰ぬ ㇻ 兤厲豭䋝樰噲ぞH䋝〗噲ぞ湾 あ豭ア璉淸Ā侚襯値ĀĀ郇水羖H搒訷

竧Ǎ襯徧㍇羖フ份豭ひⅣ勏 襯㍂ケ゚鐱份羖㌨̬妤ソ 奡囤 嫋"

"

Part1 ㍎媾㍂ケ゚鐱份羖 ー璣豭漼¦uf 

"""""

""""

𨻫つ搒訷㌨漼¦ヅ鑅豭姣邐 襯 ー璣襯㍂ケ゚鐱份羖ぬ¼㌭漼¦媾9/10㌻漼¦媾リ諶漼

¦噲 鑅▲撝眾癭豭uf嫋"

""""

襦㍎襤媾ぬつF𣵀ベ¼㌭惇剉嶠倧 敦襯┡㌾㌩ 奡椐ǒま姧俲 佘湾か璣豭漼水ヅ箯甁8/11㌨

牓85癴か鏹懵グ船豭セつ ł嫋"

""""

襦昮襤媾 ㌩ 漼水豭傜⤵HĐá襯㌩ 奡 Q㌽ 奻ûě129翮船瓯媾ャŢ𨗈莆媾傜␣

O̊䋝嫋"

""""襦㍗襤媾kら漼¦リ諶襯勶ŗ鐱份豭Ā郇漼¦,š襯n閽\蠇豭搒訷漼¦⁴ 嫋"

""""

襦98襤媾857嬥璉 ウ襯 鐱份䋝ə剉嶠,š豭具衰Hで珥襯7/9ぐ嫺鐱份赶㺃㌻H 搒

訷嫻媾嫺鐱份㌻䋝ə剉嶠嫻錶ŗ⁸㌪ 麅 〗s襯 ,ヵ邐襯ひⅣ節 鐱份漼¦,š豭1/100

珥ペQ嫋"

""""

襦暙襤媾眾癭昀₂剉嶠žム㌩ 嫋つモ偪ffl■㌩ ベ01璲碲惇㍂ケ゚モ剉嶠フ份〗sる湾敦睅6/11

覺㍂ケ゚𣷹鐱㌩錶㌩ 111丨ー 兊モ媾0丨41惇žム㌩ 敦覺D湾㌩ Dĵ璲碲惇剉嶠O̊

䋝⁶錥襦 錝襤敦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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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襦ぬ襤媾マ熳凬 惇曻䋝⓺訷敦襯甁鐱份豭/½匇暋㌭つ\蠇翮詗庥醺䋝ə媾₂ H 䋝ə漼

水豭⁴ 嫋"

襦㌃襤媾船詗漼¦㌽70襯マ熳7073ぐ㌰搒訷に邐漼¦〗s嫋璯急惇珥鐱⓺﨎 襯f¼漼¦覺

漼¦47凬襯ヵ85鐱.4敦豭㺃ů襯甁¼㌭Ā郇漼¦媾値Ā搒訷漼¦⁴ 兊フ娌襯422;ー7瀼:

姣襯惇𣷹鐱歽㌩漼¦ヅ鑅譅敦̥ぞ級怤船詗嫋 ヅ鑅譅襯 04搒訷ヵ☗ノ ₂8偱襯ぬ㌩ ⓺

ヨ豭か ㍂襯マ熳7073灊⁴厲豭漼¦モ 8/11リ諶〗s嫋メ覲"

,Ĥ瀼郉昮ⅱ豭ⅱ姣凬 惇へ庥Ĉ汯〼襦㍂ケ゚沲ゾ〼襤ヅ磓敦覺"

,マ熳凬i漼¦鱩 バ覺"

,Ĥー㌃瀼竫凬i惇Ā郇歽‹s璟紖敦覺"

,せーぐ㌰トげ繅ツ爵漼¦ 媾曻䋝錶〗s嫋"

"

Part2 昮媾㍂ケ゚鐱份羖なー漼¦ ⁰(2010-2017) 

"

鐱份湾値¼豭頦猱媾ì汒豭 ů㌻𣽾璉漼¦ s湾節卍豭129桱ㇻ 灊ゖ滎Ⅳヅ﨎答嫋傛䋝

〗漼¦襯₀奡湾㌣Î嫋ぬ姣せ䋝〗侚襯眾癭値¼㌣¬綶㍎ĵ6ǎ №㊡襯┡㌾¬綶áひ邊

㆛␣ɔ襯モ 3ゐō邊覺値¼奡ヅ箯 媾129桱 も覺s869/10k ̤a齊媾┒đ媾┒ユーロ媾

閽翮媾椐ん錶〗s覺Qf値¼煇 豭祥祥㌽昉𨻫姚襯椐40綶ん襯椐40綶繅襯㌣ㇻ 竈

襯 杦 徧䋝〗漼¦豭に邐 兊嫋総益灊厲l 䋝ə漼¦豭㺃ů∝そ淸Ā襯船兊淸益豭拲

s嫋兊̬襯㍂ケ゚鐱份羖㌵ぬ-ー漼¦uf湾眾ľ81 豭o侞㍂襯Qf節 鐱份漼¦昉

鍈襯兊搒訷漼水豭姣邐𪘚1/5D鑅 樝嫋総益 ⁰ぬ牖璣豭なー 襯 鷀ぐ㌰甁㍂┲ ヅ鑅

覲"

"

襦㍎襤媾甁\硎兊 錝襯襯襯襯眾癭で珥鐱份ヤひゑ詺豭䋝ə漼¦,š嫋 

 """

ぬか 䋝ə剉嶠媾癴かH 搒訷豭 磓侚襯 € ̤H赶㺃 潝徧兤 鬘曼鷀﨎㍎襯

鐱份3/10甁ぬ値: €赶㺃鬘曼㍂ ě眾癭豭鑅綶嫋鐱份剉á侚覲ㇿ㍇Ĩ淸豭 € 潝媾/

庥HⅣ豭h㍇噲ぞ媾 ソ拲呃豭 兊.₀媾卍«襯イ豭䋝〗\璐媾Ḿ┒{∃豭匇暋水羖媾

淸㌻拲呃H 鉨h豭䋝ə旰「錶襯兊漼水 ㌻䋝əe̊玆値:撝灊Ĩ豭,š ̤嫋©淴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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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錝豭é勏淸86 奻̥劌 ě鐱份ヤひ豭 杦,š ̤襯アĀモ ト昤Ā襯 厓襯

甁\硎兊 錝傛ぐ㌰豭3 漼¦昉鍈^灊撝,š㍂豭¦ 嫋"

甁㌩ e錝é勏淸86 菶兊苆Ā襯µt漼¦姚ざ媾漼¦ バ媾漼¦ s襯㌵鐱份豭䋝

ə漼¦,š節ヵě漚ヵ☗豭\蠇侚ア 獷益04搒訷3 ㌛ フェムト襯煇傛 船ひ 襯グ船灊

訒豭7f嫋"

Qfで珥惇Ā郇漼¦敦 ů襯げt₂ 侚Fア焏搒訷嘷豭惇匇暋𢭐 敦襯 傛か璣㍇璉豭1/5

嫋澚 襯㍂ケ゚𣷹鐱歽㌩̥ぬ㌻㍂ケ゚モ匇暋剉嶠か 4686訷鞟⁰ひⅣ70か惇Ā郇漼¦ひかヅ

磓 ㌭㌽70敦襯甁^ぬĀ郇┒á㌻漼水¦醺ひⅣか ヅ磓ヅ鑅㍂胞姚uf襯㌵匇暋剉嶠份囜

㌻漼水¦醺ヅ鑅ľ ě搒訷豭3佖 ㌛嫋"

""""襦昮襤媾kら份囜n 襯 漼¦船兊㌩ e錝Ĥ佖淸豭拲 s嫋 

"

份囜n 豭ヅ鑅襯徧 ㌵鐱份豭䋝ə漼¦昉鍈∝そěĤ佖淸豭Ā 襯 ク船兊㍎瓻拲 ⁴

嫋Ĩ綶惇 Ŗ淸䋝 ハ敦ヾ7/10襯Qfリ Đヘ䋝〗㌻漼水¦醺﨎 豭Ŷ㍱勶ŗ襯 漼¦⁴

H s船兊淸益姣せ䋝〗豭 70船 ō嫋"

兊̬襯㌩ マ熳ぐ㌰<"

,漼¦鱩 バ覺"

,7073㌪ 麅 覺"

,ぐiĀ郇歽‹錝 紖覺"

,,,,槶ぴア1/100 灊へ鐱份㌻漼¦,š8/11㌽せ 豭份囜 呍襯ō1/10091\蠇襯兆₂か鉨へ豭漼

¦。』譅覺"

,,,, アぬ㌩ は 灊へ鐱份㌻漼¦リ諶份囜豭05鑷兆罏₂怤嫋"

𨫤靜Ǘ鐱份漼¦㺃ů㌻𣽾モ䋝〗857豭 パ㌻噲⓺襯煇傛拲 傛灊訒まぐ㌰㍎ŗ⁸漼¦

モ 〗s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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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襦㍗襤媾 詗漼¦㌪ o 襯甁¦ ヅ鑅せəá嫋 

"

857惇剉嶠フ份〗sる湾敦媾惇žム⁶錥敦媾惇O̊䋝⁶錥敦豭₂か〗s襯甁惇漼¦ヅ鑅譅敦兊Cマ〗s

㌽70襯 詗㌪ o 襯¦ ㌩ 漼¦ヅ鑅せəá媾ǒハá媾 潝á媾 ごá嫋"

"

    

襦98襤媾105111節 “剉嶠倧 ”〗s襯甁 歮:鐱 ̹澔璉姧俲魸佘:鐱豭諶97襯姊奻┡㌾

Qびヅ箯襯6/113/10 ě剉嶠倧 豭訒砵嫋 

     

   

ぬ㌩ 釬錥Ųは 剉嶠倧 リ諶翥兆ě1/100鉨へリ諶姚ざ襯 \蠇煇,š㍂ ě剉嶠倧

豭⁴厲甁8/11剉嶠倧 豭モ 訒砵覺㌻̬Ⅳ嬥襯 1/4Ū 豭雪嚭襯 \蠇錝訷ě鬘急剉嶠

倧 91獷益か璣豭モð襯 メを 値:㍗鬘 媾裵ð 嶹 歮媾繅お魸佘錶嫋"

"

    襦暙襤媾 鐱㌩船兊漼水9/11ヘ7鐱㌩襯ア₂か㍎佖71モ䋝ə鐱㌩ごぞ嫋 

"""

3媾8k㌩ 129á媾Đá㌩ 漼水嫋㌻惇S㍂00ユーロé₇D敦豭旼┇㌣Ⅳ襯㍂ケ゚o犍奡ユーロ襯湾灊

豭㌩ ノ㌣D 徧ヾま傛か襯傛㌪㍂ケ゚豭せま ̤癭みŶは襯㌣3/10奻灊臶鏞まニ㌪

翮牓閽 嫋鋗徧襯00㌩1/8ůQ 訷H1/8翮灶牓勶ŗぬ㍎ 襯㌩ 灊厲l 7剉懵鮐㺃

ûヘ1/8翮灶牓豭ゆ醺ヅ鑅襯姊Đá撝漼水襯6/118↔撝㌩ 豭諶97剉áぺw嫋㌻̬Ⅳ嬥襯総

益3/10甁cまǒム襯ぬ㌩ 灊 豭臶ま㍂8k歮玀𨗈莆豭偪 襯姊奻Đá㌩ 漼水襯6/11奻Ḿ

嘷臶び襯㍎凬丨ヤ嫋ぬモ 邃鑅豭o侞㍂襯 ㍎̹J8581 襯ǒ鑅▲㍎ŗ⁸3/10鑅兊惇71モ鐱

㌩129á㌻漼水か 𩵋⁸兆姚ざ敦﨎邊豭琯呍襯:み獷豭71モ鐱㌩9/10偧¬綶嫋ぬ嬥玆船墋豭o

侞㍂襯甁𣷹鐱㌩兊oま襯 詗惇鐱份㌻漼¦份囜侚Ā敦襯㌨71モ鐱㌩豭漼¦ヅ鑅 灊 ㌨6

豭麅 襯ア兊3ま71モ鐱㌩豭漼水Đá値:淸媾n 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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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媾㌩ 嘷かか鏹襯値¼¬綶129桱 襯甁椐40奻̤嫋8k ペハ襯甁┡㌾繅奻豭¬綶覺

綶ㇷ桱テラ 兆瓻閽129桱テラ 襯 ě拲呃 Ř豭訒砵覺㌗3/10奻偧銺T 奻鑅兊か鏹懵豭繅奻

:91嫋"

5媾椐40ん繅㗴錶㌩ せ綶奻̤覲"

,o̊愙8/11㆛カ゚艹豗嬥へ飠ん え襯 を㌣Ū 豭ㇻ 覺"

,8/11嬥‹qŜん豭ん鈉え媾邪セ兆く゚勖豭鮐 覺"

,姣せ ん兆綶ん嬥襯Ţ ǐ3/10襯㌣ 拲パ湾 豭ん 覺"

,犄ぐヅ鑅「錥嬥襯ゆ船 姚へ逭媾へ繅娪豭妺Š襯甁┡㌾繅̤豭ㇻ 覺"

,臶 豭¬綶Řハソ 畞ひ籍ǒ襯㌣3/10 妤㌣3/10 錡襯㌣3/10c ┉ 桛傛 ⁴ㇻ 覺"

,¬綶椐奻噇嶠逭む襯7㺃ャクルザハド逭む豭錥Ų襯¬み訒綶7㺃á媾澚Qá覺"

,繅㊡㌣綶嬥㌗3/10奻㌵築え菓㍂甁を奡j僝繅覺"

,ぬ灊璐祥豭ま噲襯㌗ セ T 奻値:Ḿ␣繅奻覺"

,㌩ iに裵ベ偧銺 嶹輬 犍繅娪甁┡㌾奻僝嫋"

"

6媾┡㌾ヅ箯𠆢曻嫋"

,㌩ 樰䋝豭3ゐ モ ō邊鄄 襯甁^昤h㺃嫋"

,㌩ 豭 w8/11灤l 襯 ┡㌾イ呍 媾ㇴㇿ郜豭¬綶嫋甁𣷹鐱㌩兊*襯釬ŋcĤⅱ㍎ĵ

豭廋熳鐱ひ バ媾㌟83㌽70〗s媾Ĥ瀼丨ĵ豭 熳ぐ曻〗s媾Ĥー㍎ĵ豭 Ŗ剉áⅱ媾Ĥ

ー㍎ĵ豭 Ŗ/47ⅱ媾Ĥー偪ĵ豭鐱穾紭椐姣甁8/113邊Q7⓺l〗s媾 豭剉á棓狇㌰

錶〗s襯 値:ーJ偪㌣㍂偪ffl㌹竫豭綶 灤l襯㍎ĵ6 む豭Q ¬綶襯ラ ㍂グ

船撝 Q豭漼¦ 襯兊̬襯ぬ焏01豭協同組合瀼 襯㌩ 𪘚 : 噲⓺襯Āモ㌵㍎ĵ6

む豭¬綶偪 甁Ĥー32'豭 ハ ㍂璣嫋"

,㌩ 豭 ¬綶 ûě ㌗み綶襯奻I喫 豭嬥¬㌗3/10奻喫 襯 芾姊奻椐40奻̤襯6/113/10

灊訒ま┡㌾灊問び錝豭𠆢曻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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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媾ûヘ姣せㇻ僝も豭a齊Ĩ綶嫋"

,繅ツ41灊灊Ŭ懵 襯㌣3/10 ⁴巐惘襯ソ ⓺a齊覺"

,㌗ ¬綶と䋝58徘ě剉祥㌪ 10/11 徘ě襯㌨綶 豭58は妤 a齊h㺃覺"

,㌗ ㌾72簃 ん甁┡㌾イ呍簃豭a齊船犍襯臶イ呍簃 8/11嬥7073a齊h㺃嫋"

"

襦ぬ襤媾眾癭9/10㌻¦醺㍂ケ゚豭Ĉ汯〼——

沲ゾ〼豭傜⤵H醺㺃ヅ鑅襯マ熳7073淸86ě沲ゾ〼–© Ḿ㺃襯兊¦急〼ㇳ豭Ḿ␣D鑅

樝嫋 

 

襦㌃襤媾で珥鐱份聡玫醺䋝豭㺃ů襯¼㌭曻䋝醺䋝豭/庥諶97襯兊¦醺䋝əヾ 傛眾癭u

f嫋 

 

襦な襤媾眾癭㌻搒訷鉨へ ㇴ 襯㌵㌩ 豭漼¦ s53そ彅ヅ7073豭鉨へ〗s ⁰

侚襯姊劌¦ 豭璣̤襯Ⅳ嬥襯妤奻樰䋝 ら豭6/117/9f嫋㌻̬Ⅳ嬥襯漚 眾癭㌻ 彅ヅ

8/11灊へ㌪■7鑅襯甁8ら漼¦ヅ鑅豭郇〗6H㌪鍈6嫋 

 

襦奝襤媾54つ搒訷ヤ錝豭へㇺハ襯 ㌩ 豭漼¦ 兊 Ś兊搒訷Q蠇湾 Ⅳ襯煇傛54つ漚

D豭淸9/10㌻み侚襯 ㍎̹1/100㌰H86Q鐱份羖豭漼¦ 菶嫋 

 

襦ffl襤媾Ĥー凬i“㍂ケ゚鐱份㌩ 漼¦ヅ鑅ベ 錝” ソ〗s襯<噇㌩ 漼¦ ウ㌨

3㌩ 鑅▲7㺃豭 ヨ襯裵猋㌩ 縗〗s7046訷 1/100よ怤襯甁 ¦嫋 ソ〗s85璆

01襯凬iーハ“Ā郇漼¦1/100㌰ ハ”襯421/43㌩ 犍ーハヅ鑅J85㌻㍂ーハ豭ヅ鑅 鷀Ò┇

カ鑷襯ア値▲か 6豭⁴ 嫋 

 

    襦ffl㍎襤媾 寒筭㍎佖鐱穾紭椐姣鑅兊㌩ 豭漼水姣嫋 

Ĥー豭̬姣襯 撝凬 諶97豭曻䋝⓺訷z襯凬i㍎杦㌻漼¦鉨へ豭み獷〗s襯メ覲"

,ō1/100漼¦㌽ざ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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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凬i麅 訷媾 バ錶襯份囜\蠇メ鍰ぬ姣せ䋝〗侚¦醺漼水襯メ鍰ぬ煹害〗s侚¦醺漼水

襦ĝメぬ﨔 噲 襯㌗ ̹ 媾 拲 兆喫 襤="

,リ諶Ŗ 豭žム㌻漼¦⁴厲襯¼㌭ぬ\蠇8/11み■淸侚グ船81せŖ 豭 び嫋"

,凬i㍎杦嘷豭 Đ 媾 喆Hŝヶű ヂ訷錶〗s襯リ珥庥醺漼水媾庥醺䋝ə豭搒訷⁴厲

嫋"

"""" 襦ffl昮襤媾眾癭Ĩ綶\蠇8/11㌩ 豭m/m鏞 襯 汒昤搒訷漼¦昉鍈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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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佛教界八年环保规划上海佛教界八年环保规划上海佛教界八年环保规划上海佛教界八年环保规划    

                          (2010-2017) 

     

人类所面对的地球，环境日益恶化、资源日益匮乏。按照佛教“境由心造”的理论，人类所面

对的环境，是由人类的共业造成的。因此，要改变生存环境，就必须从改变我们的内心开

始。如何在被消费主义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所迷失的当代人心中，提升心灵境界和社会

责任感，是世界宗教的共同职责，上海佛教界对此也应责无旁贷。 

 

Part1 一、上海佛教界近年来的环保努力 

     

    

随着全社会对环保工作的日益重视，近年来，上海佛教界在倡导环保、参与环保、宣传环

保方面作出了积极的努力。 

    

（一）、在全国率先倡导“文明敬香”，减少寺院无节制地燃烧香烛所带来的环境污染以及对

木结构建筑物形成的安全隐患。 

    

（二）、重视寺院环境的整治和美化，寺院无论大小都能做到绿树成荫、布满盆栽、整洁

卫生。 

    （三）、加强环保宣传，联系佛教的心灵环保思想，培植信众的社会环保意识。 

    

（四）、结合时代要求，进行佛教生态文明思想的挖掘和弘扬，召开《佛教伦理与和谐社

会》、《佛教与生态文明》等系列专题研讨活动，集思广益，共同推进佛教环保思想的发

扬光大。 

    

（五）、积极争创文明健康寺院。全市数十家寺院先后荣获“上海市文明宗教活动场所”称号

；上海玉佛寺等寺院还连续两年被评为市、区两级“健康寺院”；多所寺院多次荣获“文明卫

生单位（集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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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定期举行“放生法会”，以佛教的慈悲精神导引信众树立爱护生态、创造和谐生态环

境的意识。 

（七）、成立环保小组，定期组织开展社会公益环保活动。秉持“扬佛法之要，力倡环保；

行环保善举，广结佛缘”的理念，以倡导心灵环保、提升社会环保意识为宗旨，2009年5月8

日，“玉佛禅寺环保工作站”正式挂牌成立。该工作站，面向社会广泛征集志愿者，在寺院法

师的带领下，定期组织有意义的环保实践及宣传活动。如： 

*每月第二周的周日举行“关爱母亲河（上海苏州河）工程”； 

*定期举办环保知识讲座； 

*每年七月份举办“心灵禅修夏令营”； 

*常年开展废弃电池换环保袋、放生等活动。 

 

Part2 二、上海佛教界八年环保规划(2010-2017) 

 

佛教所提倡的简朴、惜福的观念与现代环保运动所推崇的绿色消费有异曲同工之妙。而生

活环保，则无所不包。在日常生活中，积极提倡不使用一次性快餐容器，减少使用化学类

洗洁剂，实行垃圾分类；提倡无污染饮食、绿色食品；动员参加资源回收、净滩、净山、

植树、节水等活动；大力提倡从身边的件件小事着手，节约用水，节约用电，不浪费粮食

，这些都是生活环保的公益行为。我们有义务让生态环保的理念深入人心，成为人们的自

觉行动。为此，上海佛教界将在历年环保努力所积累经验的基础上，大力推进佛教环保事

业，为社会环境的日益改变多作贡献。我们计划在未来的八年里，重点开展以下几项工作

： 

 

（一）、以信仰为载体，，，，积极弘扬佛教哲学内蕴的生态环保思想。 

    

在建设生态文明、构建和谐社会的过程中，道德资源和伦理规范是主要支撑点之一，

佛教可以在提供道德伦理支撑上起到积极的作用。佛教文化中：济世利人的道德规范、慈

爱和同的处世方式、顺应自然的行为原则、崇俭抑奢的生活信条、清净恬淡的精神境界、

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生态智慧等，为环境问题与生态危机提供了有利的思想资源。倘若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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寺院团体的僧职人员都能正确认识到佛教哲学的这些思想资源，并切实贯彻于心，那么，

以信仰为载体而开展的各项环保事业便有了思想上的保证。 

以寺院团体僧职人员队伍为核心，借助环保手册、环保讲座、环保行动，将佛教的生

态环保思想推广到更广泛的信众中并通过他们向社会各阶层辐射，从而达成共识，形成有

效的合力。 

大力弘扬“心灵环保”观念，帮助创造中国当今社会新的“精神特质”，进而带来世代的变

革。最近，上海玉佛禅寺正在与上海市精神文明建设委员会筹划共同组建“心灵环保共建工

程领导小组”，以便在心灵净化与环境保护共同建设工程工作上携手努力，将精神文明教育

与环境保护工作渗透到社会的各个阶层。 

    （二）、加强教育培训，让环保成为寺院团体每个人的自觉行动。 

 

教育培训的工作，是要将佛教的生态环保事业深入到每个人的心间，让它成为一种自觉意

识。利用“觉群人生讲坛”平台，大力宣讲美好生活与环境保护之间的紧密联系，让环保意识

和行动成为人们日常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 

为此，寺院需要定期开展: 

*环保知识讲座； 

*组织专题研讨； 

*开办心灵禅修体验营； 

****撰写并发表有关佛教与环保思想及小常识的教育资料，分发给信众，或创建相关的环

保网站； 

****设计并在寺院张贴有关佛教与环保宣传教育的墙报或标志牌。 

认真探索佛教环保理念与现实生活结合的途径与方法，从而自觉而有效地开展一系列环保

实践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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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设立环保专项基金，以保证工作常态化。 

 

结合“文明宗教活动场所”、“健康单位”、“卫生单位”的创建活动，以“环保工作站”为固定活动

小组，设立专项基金，保证寺院环保工作常态化、制度化、规范化、规模化。 

 

    

（四）、继续推进“文明敬香”活动，以鲜花供佛逐步替代燃烧蜡烛供佛的传统，既能减少

大气污染，又可起到文明敬香的效果。 

     

   

在寺院醒目位置张贴文明敬香宣传栏或印发相关宣传手册，让信众从思想上认识到文明敬

香的意义以及文明敬香的实际效果；与此同时，采取必要的措施，让信众体会到支持文明

敬香给他们带来的实惠，诸如免费提供三支香、优惠购买鲜花、电子蜡烛等。 

 

    （五）、让佛寺成为环境友好型佛寺，并创建一个城市生态佛寺模式。 

   

1、增加寺院绿化、美化寺院环境。与“天下名山僧占多”的状况不同，上海基本无山，所有

的寺院差不多都是平地而建，而且上海的土地资源极其紧张，不可能有空余地块专门进行

树木植被。但是，名寺古刹大都会和古树珍木联系在一起，寺院有义务配合文物管理部门

做好古树珍木的养护工作，既美化了环境，又增添了寺院的传统文化氛围。与此同时，我

们可以因地制宜，在寺院有限的空地上增加花草盆栽的数量，既能美化寺院环境，又能清

新空气，一举两得。在实际操作的基础上，进一步总结经验，制作出一系列可作为“城市佛

寺绿化与环境建设指南或手册”之类的材料，供其他的城市佛寺参考使用。在时机成熟的基

础上，以玉佛寺为基地，设立“佛教与环保教育中心”，对城市佛寺的环保工作进行有针对性

的研讨，并为各地城市佛寺的环境美化提供人才培训。 



 

 5

    

2、寺院新建建筑，提倡使用绿色设计，以节约能源。增加采光度，以减少电能的使用；采

用浅色屋顶或种植绿色屋顶，达到自然降温的效果；尽可能考虑太阳能作为建筑物的电能

供给。 

3、节约水电煤等寺院常用能源： 

*刷牙及洗浴擦皂时关掉水龙头，避免不必要的浪费； 

*及时修复滴水的水笼头、损坏或泄漏的管道； 

*日常饮水或用水时，满足即可，不要超过自己所需要的水量； 

*离开工作岗位时，养成随手关灯、关电脑的习惯，以减少电源的浪费； 

*空调的使用温度应该科学控制，不可过高也不可过低，不可因贪冷贪暖而随意浪费； 

*使用节能照明灯具，合理布局灯具的位置，使其效用合理化、最大化； 

*电器不用时尽可能将插头拔下以免无功耗电； 

*在有条件的地方，尽量安装太阳能提供清洁电能； 

*寺院办公优先考虑购买笔记本电脑以减少能耗。 

 

4、减少污染排放。 

*寺院产生的垃圾要实行分类盛装，以便于处理。 

*寺院的食堂及服务部门，要减少塑料袋、泡沫盒的使用。以玉佛寺为例，目前因每周一次

的星期佛学讲座、居士小组活动、每月两次的香期开放活动、每年一次的觉群文化周、每

年一次的觉群慈善周、每年数次的佛菩萨节日以及各类大型法务活动、重要的文化艺术展

览等活动，需要提供年总数不下数十万份的用餐服务，一次性餐具的大量使用，客观上形

成了较大的环保问题，为此，在今后的岁月里，寺院需要改进供餐方法，切实将一次性餐

具的使用数量以每年10%的速度降下来。 

*寺院的车辆使用要做到车尽其用，能够拼车的时候尽可能拼车，这样既能节约能源，又可

有效地减少有害气体的排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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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做好日常消耗品的回收利用。 

*电池含有有毒物质，不可随意乱扔，应设法回收； 

*尽量使用再生纸打印文件且进行双面打印，对用过的纸张也要进行回收处理； 

*尽量少喝瓶装水以减少塑料瓶的回收成本，空塑料瓶要及时组织回收处理。 

 

（六）、积极参与保护上海的母亲河——

苏州河的整治和护理工作，定期组织人员到苏州河沿岸进行清理，为保持河流的清洁多作

贡献。 

 

（七）、弘扬佛教戒杀护生的理念，倡导放生护生的慈爱传统，为保护生态平衡而积极努

力。 

 

（八）、积极与社会相关部门进行沟通，将寺院的环保行动纳入政府组织的相关活动计划

中，既确保资金的来源，同时，也能产生较强的号召力。与此同时，更要积极与非政府部

门及有关专家合作，以增强环保工作的灵活性和专业性。 

 

（九）、吸引社会媒体的关注度，让寺院的环保行为逐渐为社会大众所认同，从而吸引更

多的人参与其中，进一步发展和壮大佛教界的环保队伍。 

 

（十）、每年举办“上海佛教寺院环保工作先进集体”评选表彰活动，依照寺院环保要求对

各寺院作出合理的评审，优秀寺院由活动组委会颁发奖牌，以资鼓励。评选表彰活动结束

后，举办年度“心灵环保发展论坛”，听取各寺院本年度工作总结与下年度的工作重点情况

汇报，并提出建设性的意见。 

 

    （十一）、选择某一个佛菩萨节日作为寺院的环境日。 

每年的此日，除了举行传统的放生法会外，举办一些与环保相关的其他活动，如： 

*分发环保小册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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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举办研讨会、讲座等，教育信众如何在日常生活中保护环境，如何在朝拜活动中保护环境

（比如在交通方面，尽量步行、骑自行车或拼车）; 

*宣传素食的健康与环保意义，倡导在信众及其家人中形成经常素食的风气。 

*举办一些新的赞美诗、音乐和欢庆游行庙会等活动，宣扬爱护环境、爱护生态的社会意义

。 

     （十二）、积极利用信众及寺院的富余资金，造福于社会环保事业。 

上海，作为全国经济较为发达的城市，佛教信徒或寺院中有不少拥有良好的资金状况。可

以动员他们将这些资金投资于对环境和当地居民有利的活动，或者在这些投资中不要做对

环境有害的事。比如： 

*在其经营的餐馆不提供含有野生动物成分的菜食。 

*在管理这些资金所经营的企业、餐馆或旅馆时，也应采用如上所提的各项措施。 

*上海不少佛寺开设的素食餐馆，除满足人们的素食需要外，还应该积极将其营造为“佛教静

修中心”，其中设立专门房间用于静修，或开设如何制作素食的讲座等。 

 

    

城市，让生活更美好；佛教，为世博添光彩。2010年5月，世博会将在上海召开。契合上

海世博会“城市，让生活更美好”的主题，上海佛教界一定会从心开始，从环保做起，以自己

的实际行动，积极为建设生态环保、健康环保、心灵环保、生活环保的文明世界作出应有

的贡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