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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動物解放」逐漸發展成為一項政治運動僅約四十年左右。雖然在

其他傳統的哲學思想，尤其是佛教的教義裡，可以發現類似的思想，但

此一運動之核心思想卻是興起於廿世紀末，並承襲了西方一貫反種族歧

視與反性別歧視的自由主義傳統。本文將探究這項運動如何徹底地顛覆

了主宰現代文明的西方早期思想：我將針對動物解放運動的倫理基礎進

行描述、以及辯護，回顧此運動自 1970 年代萌芽至今的發展軌跡與進

展，進而展望其未來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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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nimal Liberation as a political movement is only 40 years old. 

Although the central ideas of animal liberation can be found in other 

traditions, and especially in Buddhism, it emerged in the late 20th century as 

a continuation of the Western liberal tradition of opposition to arbitrary 

forms of discrimination, such as racism and sexism. In this lecture I will 

explain how the movement was radically opposed to earlier Western ideas, 

which had come to dominate the modern world. I will describe and defend 

the ethical basis of the animal liberation movement, and the progress it has 

made since it emerged in the 1970s. I will close with some speculations 

about the future of the mov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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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1 

十二年前，我曾到訪台灣，如今，感謝關懷生命協會的邀請，我很

高興有機會來到台灣，並觀察到過去十二年間台灣在推廣動物解放理

念、促進動物保護運動等方面所進行的種種努力與成就。在此，我想就

「動物解放：過去、現在與未來」為題，以極短篇幅說明動物解放運動

之起源，敘述此運動目前之成就，並展望其未來發展方向。為了尊重此

間強大之佛教傳統，以及關懷生命協會之核心精神，首先，我就引用一

段佛教戒律為導言：「如諸佛盡形壽不殺生，我某甲亦盡形壽不殺生」。

此一理念，在對待動物的態度上，與源自西方宗教教義的西方哲學傳

統，大異其趣。然而，很不幸地，我們目前所處的世界，大部分是被西

方傳統所形塑而成。 

二、過去：主流思潮與反動背景 

首先談談在西方傳統中對待動物之態度與理念。例如，《聖經》「創

世紀」當中就提出：只有人類才是依據上帝的形象而創造的，而人類對

其他生物應該具有主宰權（dominion over all the other creatures）。2雖然

最近有很多學者嘗試重新詮釋這段引文，認為人類對其他生物只有保護

                                                 
1
 譯者註：本文為辛格於「2014 動物解放、動物權與生態平權——東西方哲學

與宗教對話」國際會議發表的主題演說之全文中譯。圖例、原英文引文取自

其現場簡報，分段標示、註釋、與參考書目部份則為譯者所加。 

2
 原英文引文如下：“And God said, Let us make man in our image, after our 

likeness: and let them have dominion over the fish of the sea, and over the fowl of 

the air, and over the earth, and over every creeping thing that creepeth upon the 

earth.” Genesis 1:26, http://biblehub.com/genesis/1-26.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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權（stewardship），而非主宰權。但是，很不幸地，這段文字有史以來一

直都被詮釋為一種許可，允許人類對所有動物為所欲為。這樣的態度不

只出現在《聖經》中，也出現在希臘哲學論述當中。例如，亞理斯多德

就曾表示，大自然的一切，包括植物和動物，其實都是為了人類的利益

而存在：「植物為動物而生，而飛禽走獸則為人類利益而存在。」3若依

循此一思維到中世紀基督宗教信仰論述脈絡當中，我們也可以在當時最

具影響力的哲學家，湯瑪斯‧阿奎那（Thomas Aquainas）的哲學論述中

發現類似理念：本質上，動物並不重要，人類可以隨心所欲地對待動物，

因為上帝允許我們主宰萬物：「人類如何對待動物都無所謂，因為上帝

讓萬物臣屬於人類。」4因此，幾千年來，這樣的觀念與思惟傳統一直都

影響著整個西方世界。而當然，在十九世紀期間，西方世界又將此一影

響擴及到全世界。我們如果再稍微遠溯到十八世紀末，就會發現康德

（Immanuel Kant）的思想與影響。雖然其哲學立論基礎不同於湯瑪斯‧

阿奎那，但是他在本質上重申阿奎那的觀點。他同樣主張人類才是最終

的重點與目的，其他的任何事物因為不是有自我意識的，所以只是為了

達成目的的工具而已，而且當然他們假設動物是沒有自我意識的，所以

動物理所當然只是滿足目的的工具。5
 

                                                 
3
 原英文引文如下：”Plants exist for the sake of animals, and brute beasts for the 

sake of man….” Aristotle, Politics, chap. 8, http://www.perseus.tufts.edu/hopper/ 

text?doc=Perseus:text:1999.01.0058. 

4
 原引文如下：“It matters not how man behaves to animals, because God has 

subjected all things to man’s power.” Thomas Aquinas, Summa Theologica,  

Fathers of the English Dominican Province trans. (1912) (Raleigh NC: Hayes 

Barton Press, 2006), p. 1978. 

5
 原引文如下：“So far as animals are concerned, we have no direct duties. Animals 

are not self-conscious, and are there merely as a means to an end. That end 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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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位強烈批判上述西方哲學思維的人，是與康德同處於十八世紀

末至十九世紀初的哲學家傑里米‧邊沁（Jeremy Bentham）。邊沁提出了

一個非常重要的問題，他指出：「問題不在於動物是否能理性思惟，也

不在於動物是否能言語，而在於動物是否能感受痛苦？」6亦即重點不在

於動物是否具理性，而在於動物是否有感知痛苦的能力？因此，我們在

此可以回到古代佛教所主張的「苦」、「苦受」（suffering），「動物是否具

有覺知痛苦的能力」才是真正的關鍵：如果你有覺知痛苦的能力，那麼

你在道德倫理上就是一個具有重要性的生命，而這會影響到我們該如何

對待你，也會影響到我們是否有增加你的痛苦，或是我們要不要去降低

你所受的痛苦，甚至影響到我們該不該去預防這樣加諸在你身上的痛

苦。所以，特別是在十九世紀初期的時候，在英國的效益主義，或稱功

利主義的哲學傳統（Utilitarian tradition）當中出現了這樣的一種聲音。 

此外，我們也看到進化論之父查理斯‧達爾文（Charles Darwin）所

造成的重大影響及發展。下述引文起初只出現在達爾文的筆記當中。我

們可以注意到此處標示的日期是在 1830 年代，而達爾文要到二十年之

後才出版他的鉅著《物種之起源》（The Origin of Species），而他另外一

部著作《人類的由來》（The Descent of Man）要在這之後，再隔十三年

才問世。達爾文在這段早期的筆記當中已經提醒自己：人類非常的傲

慢，我們自大到認為只有自己才是上帝所造，而大自然的其他萬物都是

與人類有別的造物。他在筆記中指出：「傲慢的人類認為自己是偉大的

                                                                                                                   

man.” Immanuel Kant, Lectures on Ethics, Louis Infield trans. (New York: Harper 

Torchbooks, 1963), p. 239. 

6
 原引文如下：“The question is not, Can they reason? nor, Can they talk? but, Can 

they suffer?” Jeremy Bentham, Introduction to the Principles Of Morals and 

Legislation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823), chapter 17, footnote 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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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物，值得享有如神一般的干涉主導地位，但是我謙卑地相信，而且更

真實地認為：人類是從動物之中創造而來的。」7在此，我們可以觀察到

達爾文認知到人類是從動物之中創造出來的，因此，我們與動物之間其

實具有物種親屬關係（kinship）。我們可能不樂意承認，但是，看起來，

我們與動物相像之處，遠大於我們願意承認的程度。此外，我們也可以

在他最重要的著作，《人類的由來》一書當中看到，達爾文注意到：動

物其實可以感知愉悅與痛苦、快樂與悲苦，就像是我們在自己的小孩身

上觀察到的現象一樣。8雖然動物無法跟我們一樣用人類的標準來做理性

思維，但這並不代表牠們無法感受到愉悅與痛苦，這就如同孩童理性思

考的能力雖然無法達到與我們相同的程度，但是他們仍然可以感受到愉

悅與痛苦。 

以上，我們回顧了「動物解放」運動形成之前所經歷過的哲學論述

傳統，以及相關的背景脈絡。從過去的哲學思維與背景，可以看到動物

保護這條路已經走了多遠，如此才能理解「動物保護」的訴求，是一項

多麼具有革命性的改變，以及這個改變何以如此重要。在此，很重要的

一點就是：我們看到在這過程當中我們已經走了很遠，並且向前邁進了

一大步﹔也正因此，我們可以認知到動物解放運動真正要求的，是多麼

                                                 
7
 「傲慢的人類認為自己是偉大的造物，值得享有如神的干涉主導地位，但是

我謙卑地相信，而且更真實地認為：人類是從動物之中創造而來的」（“Man in 

his arrogance thinks himself a great work worthy of the interposition of a deity, 

more humble and I believe true to consider him created from animals.” Charles 

Darwin, Notebook B, 1837-8, in Charles Darwin's Notebooks, 1836-1844: 

Geology, Transmutation of Species, Metaphysical Enquiries (Cambridge :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9), p.300. 

8
 Charles Darwin, The Descent of Man (New York: D. Appleton and Company, 1871) 

chap.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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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革命性的重大改變。再者，我們也了解這些轉折有多重要，並且認

知到這些轉變其實無法在一夕之間便能實現。同時，我們也了解：為什

麼這些改變需要一些時間，才能讓世人廣為接受並付諸實踐。 

三、現在：當前的倫理思辨與實踐 

回溯至此，雖然我所謂此時此地的主流觀點認為「對待動物殘忍是

不對的，而對待動物慈悲是對的」，但是，一般所談的「殘忍」是指為

了無用、無意義的目的而為動物帶來痛苦，例如：為了娛樂休閒活動而

讓動物痛苦，而在生產食物的過程中為動物帶來痛苦則不在其列。這樣

的主流觀點主張的是：我們不需要關心動物的利益，或是，至少我們關

切的程度不需要像我們關心人類利益的程度一樣。也就是說，即使動物

跟人類有著一樣的利益需求，例如，遠離痛苦的切身利益需求，我們都

不需要平等施以關切。 

針對這樣的主流思惟，我在《動物解放》和其他著作當中想要提出

另一種觀點，並且對此觀點加以辯護：由於動物──特別是脊椎動物

──以及其他動物實際上具有趨樂避苦的切身利益需求，我們必須要對

他們的利益加以平等考量。人類不能僅僅因為動物非我族類，因此對動

物的利益與福祉給予較少的考量，因為這樣基於物種歧視而進行的考量

在道德倫理哲學上是無法成立的。在此，對待動物正確的道德準則

（correct moral principle）應該是：不論物種差別，而「對當事者類似的

利益給予平等之份量」（equal weights to similar interests）。也就是說，在

類似的利益需求考量上，兩者佔有平等的比重：動物的苦痛跟人類的苦

痛都須等量齊觀，不因物種不同而有差別。這意味著我們必須排除我所

談的「物種歧視」（speciesism）。所謂「物種歧視」就是認為我們應該、

甚至有權利賦予人類或是人類所偏好的物種較為優先而有利的利益考



 
   玄奘佛學研究 第二十三期 2015/3 8 

量。例如，當我們說「我們不應該造成狗的痛苦」，但同時又認為造成

豬隻、乳牛、雞隻痛苦沒有關係的時候，這就是一種物種歧視。我刻意

用「物種歧視」這個語詞，來凸顯它跟我們一般排斥的「種族歧視」與

「性別歧視」之間的平行對照之處。我們今天都認為種族歧視和性別歧

視是錯的，因為種族歧視黨同伐異，優先考量跟我們同種族者的利益，

性別歧視優先照顧同一性別者的利益。但是，我在此要建議：基於物種

歧異給予差別待遇的物種歧視也應該是錯的，所以在拒絕性別歧視、種

族歧視的同時，我們也應當拒絕物種歧視。 

當然，在這思辨過程當中，辨明動物是否具有知覺、或動物是否能

感知痛苦是很重要的。但我認為「動物有知覺、並且能感知痛苦」這一

點現在已經是眾所周知：從人類與動物在行為上、在生理解剖學上的相

似性，以及我們從「物種起源」等理論所了解的人類與動物之共同進化

起源，可證知人與動物之間的相似性。那麼，到底哪些動物有知覺呢？

牠們的知覺又是什麼狀態呢？之前我已經指出：很明顯地，所有脊椎動

物都能感受痛楚。但是，精準來說，我們可以從這裡推論到什麼程度呢？

這點，在此並不是很清楚。我只能說，從哺乳類、鳥類、脊椎動物一路

往下檢視，我們的信心是逐漸降低的（圖例一）。我們可以確信，哺乳

類、鳥類能感受痛苦，我們也可以肯定魚類可以感受得到痛苦。但如果

我們一路往下探索，一直到底部的甲殼類、蛤、蚌、蠔，牡蠣等生物是

否有覺知呢？牠們的覺知是怎樣的呢？我們必須承認，我們並不是很清

楚，這中間是有存疑之處。而從哺乳類到蠔的物種序列中間，仍然還有

不同的物種類別，不同的證據。我認為：我們都還在學習摸索過程當中，

而且我們對生物覺知痛苦能力這個問題必須保持開放的思惟與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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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例一 

 

接下來，我想釐清「平等考量所有物種的利益」並不意味著動物跟

人類具有相同的利益與興趣。下圖顯示在一個距離普林斯頓大學不遠的

有機農場裡，幾頭肉牛吃草的畫面（圖例二）。至少，在牠們有生之年，

這些動物的利益是被滿足的：牠們有很多食物可以吃、可以跟自己的牛

群為伴，享受類似的社交行為，我們可以看到，小牛不須與母牛分離，

母牛可保護小牛；同時，這些牛群也受到庇護，不須遭受嚴寒酷暑之苦。

這些條件與要素顯示，至少在牠們這一生中，這些牛的利益是受到滿足

的。 

圖例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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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然，人類的利益考量跟這些牛並不相同：僅僅在野外吃飽並不足

以滿足人類的需求，我們還想要受教育、我們想要了解這個世界、我們

想要跟來自不同地方與不同文化的人互動。所以，我們的利益考量跟興

趣與這些牛並不一樣。此一差異之考量或許是個相關問題，但是，動物

和人類的興趣與利益之內容不同，並不代表我們就可以在人類與動物具

有類似利益考量的情況下，仍舊給予比重不平等的考量。 

再來，我們討論一個更複雜的哲學問題。這個難題就是：萬一人類

和動物所需要考量的利益不同的時候，要如何處理？這就是我所謂的

「開放式的問題」其中之一，這些是哲學家仍在進行討論的問題，而我

認為，在開放式問題裡，應該允許有合理的差異。 

第一個問題，假設飼養的農夫讓這些牛在活著的時候過很好的生

活，而且，宰殺的過程並沒有造成動物的痛苦，那麼，宰殺這些牛是否

是錯誤？舉例而言，飼養這些動物的農夫主張：「這些動物生活過得很

好，但是，如果我不把小牛宰殺或是賣掉，我就無法繼續讓這些牛享受

很好的生活。這是我據以為生的方式，因為我若不把牠們賣掉或宰殺，

我就無法維生，也沒有錢照顧牛群。」如果我們假設這些動物享受過很

好的生活，而且宰殺過程並未受苦，那麼，農夫的主張是否有錯？在此，

關於宰殺或販賣牛是否有錯的問題，依據「對當事者利益給予平等考量」

的準則，是沒有答案的，因為牛要繼續繼續活下去這項利益，所考量的

利益跟人類農夫考量的利益是不一樣的。 

在此，讓我引述一段英國哲學家羅傑斯．史夸頓（Roger Scruton）

對人類和動物「在壽終正寢前死亡」進行區隔的概念，來進行思辨。史

夸頓說：「對人類而言，壽終正寢跟夭折之間具有真正的區隔。在一個

人真正死亡的時刻到來之前提早結束生命是一種浪費，甚至是一種悲

劇……但是，這樣的思惟無法適用於家畜牛隻身上：三十個月時受到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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殺跟四十個月、五十個月、或是六十個月之後受到宰殺在本質上並不會

更為可悲。」9史夸頓認為，事實上人類若提早夭折，我們可以說他們的

生命是在真正死亡時間到來之前提早結束，這意味著：早夭之人沒有機

會去完成他們原本壽終正寢前預計可以全部完成的夢想與事物。根據史

夸頓的論點，就提早夭折這件事而言，牛跟人類並不一樣，因為除了飲

食、照顧小牛、與牛群為伴等等事物之外，牛並沒有計畫要達成什麼，

也不會去想這一生要完成什麼夢想。因此，在這一點上，人類跟動物的

利益考量是有差別的。史夸頓主張：牛被提早宰殺並不會比晚些宰殺更

可悲，其可悲之處跟人類無法壽終正寢、提早夭亡的悲劇性是無法相提

並論的。要說史夸頓的主張是對是錯，就是我之前所說的開放式問題之

一，因為其中當然還是有很多討論空間。但是，這和我們要關注的「對

當事者利益給予平等考量」的問題有所區別，是需要分別討論的不同問

題。 

第二個開放式問題，就是：動物的生活經驗究竟是什麼樣子？我們

如何評估在物種上差異極大的不同動物身上所展現的不同愉悅與痛苦

現象？例如，對黑猩猩、豬、牛、魚等不同種類的動物，要如何去評估

牠們對痛苦跟快樂的覺知程度，而這些覺知跟正常人類相比，又有何差

別？我想這其中仍有奧祕的成份存在。我們對某些物種的了解是比其他

物種更清楚。例如，我們跟黑猩猩關係比較近，透過密切觀察與研究，

                                                 
9
 原引文如下：“There is a real distinction, for a human being, between timely and 

untimely death. To be ‘cut short’ before one’s time is a waste—even a tragedy… 

No such thoughts apply to domestic cattle. To be killed at thirty months is not 

intrinsically more tragic than to be killed at forty, fifty, or sixty.” Roger Scruton, 

“The Conscientious Carnivore,” in Steve Sapntzis ed., Food for Thought (Amherst, 

N.Y.: Prometheus, 2004), pp. 81-91; the passage quoted is on p. 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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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過長時間相處，我們對黑猩猩的了解可能比較深。因為長時間與黑猩

猩相處、進行觀察、研究，因此，我們比較容易發現牠們是不是感到快

樂或是不快樂。然而，對於魚類我們就很難去進行同樣的研究與辨認。

所以，就比較的角度而言，了解不同動物的生活經驗與苦樂覺受程度仍

然是不太容易真正去做到的。 

第三個開放式問題則與野生動物有關，人類是否可以干涉野生動物

的生活？例如，掠食者不會用人道方式擒殺牠的獵物，所以當掠食者擒

殺獵物時，人類是否要介入干涉？這也是個沒有確定答案的開放式問

題。當然，在實踐上，人類最好不去干涉大自然物競天擇的過程，否則，

我們很有可能會改變自然界的平衡，因而造成生態環境混亂。但是，或

許有一天，人類可以做到不干擾到自然界中的平衡，但卻又能達到人道

介入、減輕生物受苦的目的。另外一個問題是：大自然中有掠食者存在

跟沒有掠食者存在相形之下，有掠食者存在其實會造成其他生物更多的

痛苦。但是，即便如此，我們是否要考量：存在於自然界中的掠食者是

否具有某些本身的價值或必要的價值(intrinsic value)？這是一個我認為

可以讓哲學家繼續思索討論的好問題。 

以上，我們討論了與動物解放相關的哲學問題，以下我們就來檢視

一下實踐層面，看看動物保護運動目前的進展現況，看看動保運動透過

哪些機制，造成哪些實踐上的改變？首先要聚焦關心的是被當成食物的

動物，因為被人類作為食物的動物數量，遠遠大於做為其他用途的動物

數量。通常動保人士較為關切被用於實驗及研究的動物，這些動物當然

需要關心，但實驗動物數量大約只有一億左右。雖然一億的數量非常龐

大，但是相對於每年六百億被製成食品、被吃掉的動物，仍只是六百分

之一而已。也就是說，有一隻動物因為實驗而遭受屠殺的同時，有六百

隻動物因為成了人類的食物而遭受屠殺。六百這個數字還只是估算到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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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動物而已，甚至還沒有包括海洋以及水生動物。若是再加入海洋動物

或是水生動物，那麼被吃掉的動物數字就會超過一兆以上。因此，如果

在可見的未來當中，我們這個世界還要繼續吃肉、食用動物至少一段時

間（很不幸地，我認為這件事會持續發生），那麼，很重要的一件事就

是，我們必須要問自己：是否可以減輕這六百多億隻動物所受的苦難？

這是很重要的議題。 

首先，我們簡短檢視一下某些食用動物生活的方式。下列圖例顯示

出現代化密集生產制度下的豬隻飼養空間（圖例三，圖例四）。我們可

以看到圖中這些生產的母豬被圈鎖在狹小的隔欄當中，空間窄小到無法

翻身，而且牠們被關在空空的水泥地上，或是金屬板條之上。 

圖例三                       圖例四 

  

這樣的飼養環境安排方式只是為了替人類帶來更大的便利性，並降

低管理這些動物的人事成本。這是在歐洲、美國等地，為了以最低成本

繁殖、管理豬隻，以生產更多、更多肉品所發展出來的系統方式。但是，

很不幸的是，西方這些不好的概念與系統化作業方式，就像是其他不良

的西方概念與體系一樣，都已經被廣泛傳播，並複製到全世界去了，而

且，其觸角也延伸到亞洲來了。雖然如此，可喜的是，情況已經有一些

改善了。因為圖片中這些豬圈隔欄、或是板條在歐盟區已經全面禁止

了。居住人口超過四億以上的歐盟區已經全面禁止使用這些類型的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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圈。至於美國，也有許多州禁止使用這種豬圈。最重要的是，加州也將

於 2015 年元旦開始，禁止使用這種豬圈。10
  

接下來，我們來看看雞蛋的生產過程。從下圖中可以發現：蛋雞被

飼養在典型的蛋雞格子籠裡，這群生蛋的母雞被關在擁擠不堪的格子

裡，在這樣狹小的空間當中彼此推擠或摩擦雞籠，以致於毛都掉了（圖

例五、圖例六）。 

  圖例五               圖例六 

  

現在歐洲也已經禁止使用這種雞棚格子籠。雖然雞隻還是遭到囚

禁，但是至少已經不像畫面中的格子籠那麼極端了。歐洲和美國某些州

的蛋雞至少已經獲得較佳的待遇，明年加州也將禁止使用格子籠。11下

                                                 
10

 譯者註：根據現場簡報資料，英國在 1999 年全面禁止這些豬圈，2001 年，

居住人口超過 4 億的歐盟也公告將於 2013 年全面禁止。在 2002 到 2008 期間，

美國佛羅里達州、亞利桑那州、奧瑞岡州、科羅拉多州等，都已經明令禁止；

而加州則將在 2015 年元旦禁止，雖然某些州尚未被禁止，但使用數量也已減

少。 

11
 譯者註：現場簡報資料顯示，歐盟於 1999 年公告將於 2012 年全面禁止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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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顯示的是集約式生產肉雞的養雞場：兩萬隻雞被飼養在一個大型的雞

棚當中，擁擠地生活在一起，這是一種非常不適合禽鳥這種生物的生存

環境（圖例七）。換算下來，每一隻禽鳥的生活空間比美國標準尺寸的

紙張還要小。很不幸，這種情況仍在持續中。 

圖例七：集約式生產肉雞的養雞場 

 

再來看看魚類所受的待遇如何。我曾經指出，每年遭到捕捉，用來

提供人類食用的野生魚類大約達到一兆到二兆七千萬的數目，而且實際

看來魚類在撈捕過程中很有可能感到痛苦。因此，食用魚類所遭受的痛

苦也是我們需要關切的另一個主要領域。因為，如此大量的魚當然並沒

有受到人道的捕捉與宰殺，牠們在漁業撈捕宰殺過程當中，都以各種痛

苦的方式死去。因此，很不幸地，就食用動物所遭受的待遇而言，上述

就是全世界目前的狀況。而這正是我們必須要盡快嘗試著去改變的現

狀。 

 

                                                                                                                   

如此狹窄的雞籠，美國的加州 2008 年頒布禁令，於 2015 年元旦起生效，密

西根州於 2009 年禁止。此外美國的蛋商聯盟也同意與人道社團（Humane 

Society）共同尋求一個為聯邦法律所規範的雞籠尺寸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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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未來：我們的道德有在進步嗎？ 

面對當前現況，我們未來的前景如何？我們可以期待更美好的未來

嗎？我相信是可以的。在筆者所著的《擴展中的圈子》（The Expanding 

Circle），12以及哈佛大學心理學教授斯蒂芬‧平克（Steven Pinker）最近

出版的《人性中的善良天使：何以暴力在降低》（The Better Angel of our 

Nature: Why Violence Has Declined?）中，13探討了暴力問題為什麼已經

減緩。雖然大家可能不相信，暴力有在減緩，特別是從報紙或電視中，

大家可能感覺不出來暴力在減少。但是事實上，所有證據都顯示：當今

的世界中，暴力情形已經相對較少，例如，以每人平均除以全球人口總

數所得出之比例而言，暴力的確相對較少：相較於五十年前、五百年前，

乃至於兩千年前，因為他人的暴力而傷亡的人數減少，死於暴力方式的

人口數字確實降低了。因此，平克根據他所收集到的證據主張：過去幾

個世紀以來，我們在降低暴力的問題上，確實有在進步。而且他認為，

這跟知識的傳播、理性思惟、以及國家提供法治機制與穩定秩序等因素

密切相關，這些都是這段期間以來，人類道德持續進步的原因。 

假如上述論點是真的，那麼，我們可以期望，人類的道德可以持續

進步，甚至加速進步。因為我們現在擁有最強大的工具，可以向全世界

                                                 
12

 譯者註：請見 Singer, Peter. The Expanding Circle: Ethics, Evolution, and Moral 

Progress. Princeton (New Jersey: Princeton UP, 1981, 2011).  

13
 譯者註：請見 Pinker, Steven. The Better Angels of Our Nature: The Decline of 

Violence in History and Its Causes Allen Lane, Penguin: 2011. Paperback edition. 

Pinker, Steven. The Better Angels of Our Nature: Why Violence Has Declined, 

reprinted by Penguin, 2012. 簡體中譯本為：安雯譯，《人性中的善良天使：何

以暴力在降低》（北京：中信出版社，201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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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播知識、擴散學習、與全球人類進行溝通，那就是網際網路。現在的

網際網路無遠弗屆，全球的人互相連結，知識可在瞬間傳播到全世界，

這是非常樂觀的徵兆，因為網路可以幫助我們形成一個更為廣大的倫理

意識社群，也可以幫助我們互相聯絡、散播理性，進而在更廣泛的層次

上，建構出一個具有倫理意識的全球性文明，讓未來世界變得比今日世

界更加美好，這就是我們未來的前景。 

現在，我們就來看看以上論述在實踐層面上的一些具體指標。以下

圖表顯示過去四十年來，電影工業中因拍片而傷亡的動物數目。14雖然

這些數字跟我之前討論的六百億食用動物的重大數量相較起來微不足

道，但是，至少我們可以從圖表中觀察到，電影工業中因拍片而傷亡的

動物數字已經持續穩定下降（圖例八）。 

圖例八：1972-2010 年間電影工業因拍片而傷亡的動物比例 

 

資料來源：美國人道協會（American Humane Society） 

                                                 
14

 譯者註：以下圖表資料來源，由辛格簡報擷取，原資料引自 Pinker, Steven. The 

Better Angels of Our Nature. 出版資訊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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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看到 1977 年到 2006 年間美國狩獵人口的數字比例（圖例九）。15

在美國，狩獵一直都是相當受歡迎的休閒娛樂活動。從此一圖表中，也

可以觀察到美國狩獵人口下降的趨勢：可知相較於他們的父輩或是祖父

輩，現在美國的年輕人較不愛狩獵，這也是一個好徵兆，顯示出年輕世

代對動物較為尊重。 

圖例九：1977-2006 年美國家庭狩獵人口比例 

 
資料來源：General Social Survey 

再來檢視與一個上述趨勢相對的數據圖表。以下是 1980 年迄今，

英、美兩國素食人口的數字變化（圖例十）。16圖表顯示：從 1980 年迄

今，英國素食人口持續在上揚，而美國的素食人口雖然呈現較多波浪式

的上下變化，跟英國比起來數據也較低，但仍然維持緩步上升的趨勢，

這也是一個樂觀的趨勢徵兆。 

                                                 
15

 譯者註：以下圖表資料來源，由辛格簡報擷取，原資料引自 Pinker, Steven. The 

Better Angels of Our Nature. 出版資訊同上。 

16
 譯者註：圖表資料來源，由辛格簡報擷取，原資料引自 Pinker, Steven. The Better 

Angels of Our Nature. 出版資訊同上。（資料出處：Pinker 整理，英國素食協

會，美國素食資源中心 Source: UK: Vegetarian Society, US: Vegetarian Resource 

Center, compiled by Steven Pinker, The Better Angels of Our Na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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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例十：1984-2009 年間英美素食上升趨勢 

 
資料出處：英國：素食協會，美國：素食資源中心（Pinker 整理） 

再來，我們可以觀察一個可能更為重大的數據圖表，也就是美國肉食

的消費趨勢。美國向來是全球肉食消費大國，美國社會歷來也為世界其

他各國樹立高階肉食消費的全球性典範。下圖顯示美國自 1955 年到 2012

年間，每人平均的肉品消費趨勢（圖例十一）。線條由上而下，依序代

表牛肉、豬肉、雞肉（肉雞）以及火雞肉無骨肉品消費趨勢。從圖表中

可以觀察到一些有趣的變化：美國肉食消費在過去十年左右，開始出現

下降趨勢。牛肉的消費之前在 1970 年代達到高峰，接著便往下陡降。

我們可以承認，這可能是因為雞肉取代了牛肉等紅肉，但是，就連雞肉

消費也在過去十年間開始稍微下滑，豬肉也輕微下滑，而火雞肉的消費

量則穩定維持低檔。所以，我們可以開始看到，在美國至少已經出現肉

食人口降低的初步趨勢。當今美國正在推行一種稱為「週一無肉日」的

運動，呼籲美國人每週一都不要吃肉，至少每個禮拜一天不吃肉。這一

方面是考量到動物的福祉，另一方面則是考量到民眾的健康、以及整體

的生態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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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例十一：美國 1955-2012 年間，每人平均無骨肉品消費趨勢 

 

不幸地，如果我們觀察太平洋對岸的中國肉食消費趨勢，則看到相

反的發展方向，而且是非常陡峭的曲線上升趨勢。下圖顯示中國自 1950

年至 1990 年代的肉食消費趨勢（圖例十二）：17圖表顯示，中國肉食消

費從 1970 年開始攀升，自 1990 年起急遽上升。顯然地，這很有可能是

跟中國經濟起飛，以及愈來愈多的中國人具有消費肉品的能力有關。這

一改變趨勢是可以理解的，但是，這是一種較為不幸的趨勢，因為這對

動物有害，對環境有害，而且實際上對中國人民的健康也有害。我們只

能期待：在這長程發展趨勢之中，這只是個暫時性的現象。隨著中國的

蓬勃發展與教育水平的提升，他們未來也會在發展過程當中，隨著歐美

人士所遵循的良性發展趨勢，慢慢降低肉食的消費，然後回到更為健康

的傳統飲食習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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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ource: GuoTingshuang and Yang Zhenhai, Ministry of Agriculture, China: 

http://www.fao.org/DOCREP/005/Y1936E/y1936e05.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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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例十二：中國 1950-1990 年代肉食消費趨勢 

 
                         資料來源：中國農業部 

 

除了上述趨勢指標之外，我們還有其他的理由，可以期待未來這些

預測將會實現。這不只是因為人類已經會在道德層面上考量動物的處

境，也更因為我們已經警覺到全球暖化、氣候變遷的嚴重性。甚至，我

們也注意到，事實上，包括聯合國農糧組織（United Nations Food and 

Agricultural Organization）跟許多官方國際組織都已經體認到：肉品生產

業以及畜牧業是導致氣候變遷的主要原因，18對全球暖化的影響非常重

大，除非我們減少肉食生產，否則很難抑止氣候變遷。這些國際性的官

方認知與宣示，將來當然會普及全世界，影響全球的發展趨勢。  

再者，誠如亞洲地區大眾所熟知的，大家都已經關切到人畜共通傳

染疫病的問題。畜牧業集約化的禽畜生產方式，也造成威脅重大的疫病

傳染問題，例如 2014 年 1 月爆發於香港的禽流感問題。下圖顯示人類

                                                 
18

 譯者註：簡報引述聯合國農糧組織（FAO）資料指出：「以二氧化碳排放量換

算，畜牧業所排放的溫室氣體佔 18%，比交通工具還多。」(“the livestock sector 

generates more greenhouse gas emissions as measured in CO2 equivalent—18 

percent—than transport.” FAO, Livestock’s Long Shadow, 2006, http://www. 

fao.org/docrep/010/a0701e/a0701e00.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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撲殺禽鳥來阻止禽流感的畫面（圖例十三），這是此一地區很普遍的問

題，而這也正是人們將會拒絕集約化禽畜生產方式的進一步誘因。 

圖例十三 

 

最後，我想討論開發其他替代方案的重要性，特別是以植物為基礎

取代肉食的替代選項。例如，有一個叫做「創新收割」（“New Harvest”）

的公益組織，它特別是用細胞層級（cellular level）的方式，在不傷害有

情眾生的前提下，生產肉食。這也是更有效率的生產方式，特別是就降

低溫室氣體排放的效率而言，如果沒記錯的話，此一替代方式可以將肉

食畜牧業造成的溫室氣體排放量大幅降低 96%。因此，我們有許多、許

多替代肉食的生產方式正在進行。這雖然是一種未來的發展趨勢，但

是，它已經在美國以及很多其他國家進行中。人類其實擁有許多替代選

項可以取代肉食。當然，這對東方人，或者是熟知佛教傳統的人而言早

已不是什麼新鮮事，因為大家都知道，數千年來，在佛教傳統中早已經

有很多以植物為基礎取代肉食的飲食替代方式，像是外表、口感、營養

成份都很像肉的素食。然而，一般而言，這些素食在西方國家並沒有受

到廣泛食用。但是，我們現在可以看到，這些取代肉食的素食選項已經

大幅成長，其接受度與品質也都已經大幅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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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在結論當中，我就提供最近發生在美國的一個小趣事，來闡

示上述的前景趨勢。有一個很大的連鎖超市叫做「全食品」（“Whole 

Foods”），這家公司在全美有 300 間以上的連鎖超市。他們最近有一項產

品放錯了標籤：他們生產了一款素肉三明治，卻誤把雞肉三明治的標籤

貼在那種豆製品、素肉所作的素食三明治上面販售。過了好幾個禮拜之

後，他們才發現他們把標籤放錯。那麼，到底有多少顧客跟他們抱怨自

己明明買的是雞肉三明治，卻吃不到雞肉呢？答案竟然是：零，沒有任

何顧客抱怨，因為顧客根本不知道他們所吃的那些素肉三明治其實不是

真正的雞肉三明治！所以我覺得那是個很好的徵兆。因為，就算你喜歡

那種雞肉咬起來的口感，或者是你已經習慣雞肉的味道，我們其實都將

可以找到不同的替代方案，而這些替代選項，終將會為整體的大環境、

為動物、為全人類的健康福祉，帶來更美好的未來前景。 

 

 

【附錄】朱建民教授引言與回應：19
 

辛格教授在動保史上其實是屬於那種指標性的大人物（ iconic 

figure），他是位非常、非常具有歷史性代表人物的學者。辛格發表於 1975

年的著作《動物解放》（Animal Liberation）一般都稱之為動保運動的聖

經。不過，其實我更常使用他另一本書來當教科書，叫做 The Expanding 

Circle（1981）我覺得這本著作跟儒家也好，跟佛家也好，可以相互溝

通的地方，相互交流的地方更多。不過基本上辛格還是用西方近代最主

要的一個哲學理論，就是效益主義（Utilitarianism）作為他的整個理性

                                                 
19

 譯者註：此處節錄研討會主持人華梵大學校長朱建民教授之引言與回應，提

供讀者閱讀辛格文章之背景與另一種省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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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論的一個基礎，所以我想在他整個熱情投入在這個活動裡面的過程，

其實背後有一個非常嚴密的哲學論證在裡面，在他的回顧、現況與展望

裡面，讀者應該都可以欣賞到。 

辛格他是一個效益主義的哲學家，所以剛剛他用的這個邊沁的話，

在討論到動物的時候，在考慮到各種道德考量個體的時候，其實不是看

他們是不是具有能夠推理的能力或語言能力，而是僅僅看他們是不是具

有感知苦樂的能力，是不是有感知痛苦的能力。所以他們是用感知能力

的有無，作為是否納入到道德考量的唯一條件。所以在這種情況之下，

只要你具有感知能力，你就應該被平等考量，所以他這裡面有一個很重

要的概念叫考量（consideration）。所以這裡面會有很多的爭議，就是你

的界線在哪裡，理論上的界線在哪裡？你在哪裡分割那個道德共通性

（moral commonality）的界線?所以有理論上的界線，還有你文中提到的

實務上的界線。 

另一方面就是除了這個界線之外，還有就是有關道德衝突的問題，

就是有利益衝突的時候，你怎麼去解決。像這裡面辛格教授講得很重要

的一點，就是回顧過去一百多年的歷史，人類社會其實在不斷地進步，

其實是有一種「道德進步」（moral progress），在道德上的一種進步。所

以他指出人類在各種的理論上面有進步，在實務上面也有進步。所以，

這個界線的擴張，它的擴張（expanding）跟它的關懷的擴充，可能也是

在這個過程中是會不斷發展的。所以，我們抱持著一個開放的心胸，也

許未來會更好。 

尤其是最後他提到就是在一個網路的世界裡面，可能會幫助我們更

快速地去散佈這些好的做法跟良善的一些理論。我想辛格教授在這些過

程裡面從 1975 年開始推動到現在，絕對是這整個道德進步過程中一個

非常主要的推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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