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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摘要 熱愛大自然就是熱愛自己的生命，大自然本是自有世界以來具

有的事實，只是因為人們的認知差異，以人為主體，以人利為依歸，逐

漸產生對大自然的其他份子做出破壞的舉動，使大自然失去原有的風

貌，進而使大自然面臨空前的浩劫。國內宗教基於建立人間淨土的入世

思想，以及西方環保意識的影響，近年來興起一陣環保的運動，而與其



他宗教如佛教或基督教比較起來，身為新興宗教的彌勒大道其自然觀有

何獨特之處？其教義跟熱愛大自然活動有何優點跟缺點？實施成效如

何？這都是本研究想要探討的重點。 本研究首先闡明彌勒大道在天命傳

承上的根源，及近年在台發展歷史，而後運用文獻回顧方式，從前人的

著述和彌勒大道教義來探究彌勒大道熱愛大自然觀念的演變跟意義，最

後根據研究者本身參與經驗、彌勒大道內部資料及訪談方式，蒐集彌勒

大道相關之歌、舞、劇之熱愛大自然活動，分析其優缺點，瞭解其實施

現況，參與者的感受。本研究研究發現彌勒大道的熱愛大自然有相關特

色如下： 一、彌勒大道的熱愛大自然觀念源自於「道」；二、熱愛大自

然是個人修行也是普世價值；三、「以藝載道」的活動特色；四、彌勒

大道熱愛大自然活動帶給世人正面的價值，成效良好。 最後研究者針對

未來彌勒大道相關熱愛大自然活動提出四點建議如下： 一、注重普世價

值與信仰的平衡；二、把握與藝術結合的特色，更加多元化的發展；

三、更加深入社區，建構點、線、面的完整推展組織；四、發展制度化

的組織與現代化的推廣活動。  

摘要

(英) 

A Study on the Devotion to Nature Movement of Maitreya Great Tao Abstract To 

love Nature is to love our own lives. Nature coexists with the world. Due to 

different cognitions, people harm other beings in Nature gradually. People seize the 

priority and force Nature to lose its original features, and further, make it face the 

unparalleled catastrophe, only for humain benefits. Based on the engaged thinking 

of building a pure land on earth and influenced by Western environmental 

awareness, a burst of environmental activities have been driven by religious groups 

in Taiwan lately. Compared with other religions, such as Buddhism or Christianity, 

what does Maitreya Great Tao, as one of the new religons, have for the uniqueness 

of its concept of Nature? What are the pros and cons of its dogma and the Dovotion 

to Nature Movement? What is the effect of the movement? All these are the 

subjects that the writer tries to explore in this study. Orderly, this research clarifies 

the origin of the heritable divine providence of Maitreya Great Tao, and the history 

of its development in Taiwan during these years, and then, explores the evolution 

and significance of the ideas of the Devotion to Nature Movement by reviewing the 

literature, the previous writings and its dogma. Finally, according to the personal 

experience of the writer, the internal data of Maitreya Great Tao, and the 

interviews, the writer has gathered the songs, dances and plays related to the 

Devotion to Nature Movement of Maitreya Great Tao, analyzes the advantages and 

disadvantages, and interprets the current status of performing and the feelings of the 

participants. This research concludes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Devotion to Nature 

Movement of Maitreya Great Tao as follows: A.The notion of the Devotion to 

Nature Movement of Maitreya Great Tao originated from “Tao”. B.To devote to 

Nature is not only self-cultivation, but universal values. C.The movement is 

characterized by “Art with Tao”. D.The Devotion to Nature Movement of 

Maitreya Great Tao brings people positive values efficiently. In the end, the writer 

would like to offer four suggestions in relation to the future activities of the 

Devotion to Nature Movement of Maitreya Great Tao: A.Pay attention to the 

balance between universal values and faith. B.Hold the features of the combination 



of religion and art, and develop diversifiedly. C.Enter communities more deeply, 

and constitute the propagandistic organizations integratedly. D.Develop the 

organizations institutionally and modernize the promotional activit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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