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謝  誌 

 

終於到寫謝誌的這一天。之前同學還在開玩笑說，要用網路上的謝誌產生

器來產生謝誌，因為裡面不外乎感謝父母老師同學親朋好友隔壁鄰居。的確，寫

論文這種事情看起來像一人事業，上面除了掛上自己和指導教授的名字，後面並

不會打出工作人員表，誰在你寫論文的時候，擔任銀行家事管理員外送店小弟或

是顧問，就要靠這篇謝誌來讓這些人出頭啦！ 

依照次第，我要先感謝我的父母，神奇的他們總能在搞不清楚小孩子要幹

什麼的時候，繼續過他們的生活，不隨意插手過問。他們給了我極大的空間，任

我做想做的事情，並且把自己照顧好不用我擔憂，甚至不時讓我搭伙，帶我出去

散散心，這麼好的父母真是天下掉下來的禮物。此外，我還要感謝其他的家人，

包括外婆外公舅舅阿姨姨父舅媽妹妹等一干人，雖然這不是此生最後一篇感謝

文，但是我想要藉此機會，感謝大家給我了一個快樂的家庭生活，並總是在我需

要的時候伸出援手。 

我要感謝我的指導老師馬藹萱老師，總是不斷給我新的想法，並且給我鼓

勵重建我的信心，即使是去國外參加研討會，也不忘帶小禮物給我們。同時，大

力感謝兩位口試委員蘇峰山老師和葉肅科老師，不但在完全不認識我的情況下爽

快的答應當我的口委，蘇峰山老師還必須從嘉義北上，與葉肅科老師在颱風天冒

著風雨來政大參加 final 口試，並給予寶貴的意見。希望那天的切片水果是非常

新鮮好吃的。 

雖然到了一定年紀還來求學，但是我的心智年齡並未使我在同學之間格格

不入。感謝老天，讓我遇到一群善心極致或是爆笑極致甚或是身高極致的同學，

很感謝大家在求學三年的過程中彼此陪伴歡笑，不管未來會不會畢業，要多久才

畢業，我們仍然用心的在第一年就規劃了畢業旅行，第二年全體都去拍畢業照。

這種對事情一致的態度，是很令人感動的。在論文衝刺的時刻，馬士傑同學與黃

建文同學還連袂組成了論文自救會並邀請我參加，每週定期聚會，不論是在論文

上，或心靈支持上都可謂是成效卓著。 

我還要感謝我的受訪者，他們願意抽出時間分享他們吃素的經驗，甚至幫

我介紹他們周圍吃素的朋友，這種盛情我真的非常感動。作為一個研究者，我不

能說吃素都是好人，但我由衷的這麼覺得。 

最後，我要感謝馬力，從一開始就支持我，忍受我幼稚的性格，督促我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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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生，不時還請我吃大餐，一切盡在不言中，我還是直接請你吃大餐比較實在。

所有提供我工作的人，你們間接的參與了這本論文的完成，你們金錢上的支援，

讓我吃得飽穿得暖，物質生活跟精神生活都是一樣重要的。 

 

希望未來跟我一樣在社會學旅途上的人都能愉快！ 

 

 

 

2008.07.30  木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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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論 

第一節  研究動機與研究背景 

從涂爾幹（Durkheim）角度來看，道德僅是一項社會事實（social fact），不

是一種判斷的永恆標準，許多人們視為理所當然，視為「自然」的事情，只能代

表某個社會的主流狀態。例如性傾向，當異性戀被視為理所當然時，它就是當個

社會的主流狀態，而同性戀或雙性戀則可能被斥之為異端，引發衝突或賦予負面

的意涵。飲食的偏好看起來是個人的選擇，但當某些飲食偏好成為社會群體現象

時，這種偏好所形成的分類就會成為「社會事實」，進而影響人際互動，並成為

身分認同的一部份。這些想法也構成了本研究的基底。在此看待「素食」此種飲

食偏好並不僅僅是個人的，而是一種集體的飲食行為，儘管素食本身充滿各種歧

異，但仍然能被視作為一個有某種集體性的社會現象。 

身為生活在台灣的素食者，我常常感覺自身是幸福的。台灣被認為是素食

者的天堂，我想指的是用餐的便利和選擇的多元化。同時，比起西方社會，由於

歷史和文化背景的關係，大部分的人對素食者的出現較習以為常。不過，雖然一

般人認同其存在，並不代表認同其所代表的意義。不論是宗教上的，或是其他素

食原因所帶來的道德優越感，都使得素食者跟葷食者之間偶有針鋒相對的時候，

也使得台灣的素食者在這個號稱素食天堂的地方，仍有歧嶇的實踐歷程。這樣集

體的飲食偏好，以及一連串關於排除、納入、認同的過程，都影響到素食者在台

灣社會的生活與實踐。自身生活的際遇以及飲食偏好轉折過程所帶來的身分轉

換，使我開始對這個議題感到興趣，並進而想要了解其中的內涵。 

我開始吃素正是上研究所之際，至今大概三年的時間。吃素的想法在我心

中醞釀已久，但是一直沒有實踐。上研究所之前的夏天，我開始感受到殺戮動物

成為食物的荒謬，說來奇怪，那一陣子我對於餐桌上的肉食不下嚥，這種感覺到

達一個頂點的時候，我就決定開始吃素了。沒過多久，我外公過世，依據台灣民

間的習俗，親人過世的治喪時期，最好家人都能吃素，於是我也鼓吹我的家人素

食了一陣子，這件事情對我的素食生涯有了一個阻力較小的開始。這是我素食的

「簡單」經歷。老實說，真正吃素的原因連我自己都很難講清楚。我也接觸宗教，

也接觸動物保護和環保的相關事務，我受哪一方的影響較大？什麼影響我對素食

的表達？另一件有趣的事情是，我雖然還是我，但因為飲食習慣改變了，我的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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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與人際相處就開始產生某種微妙的變化，我開始感覺到「扮演」一個素食者在

社會上行走是怎麼回事。素食者、互動、對素食的認同，對於這些事物的關懷促

成我展開這篇研究。我感覺到素食者這個角色的社會性。發生在我個人身上的經

驗，不僅僅是因為我個人的特質，也由於我是一個素食者，這個角色在某些情境

裡，構成了他人與我互動的基礎。然而，這個過程是怎麼發生的？ 

 

第二節  研究目的 

飲食作為我們生存及生活的一部份，透過飲食能挖掘出太多關於人類行動

軌跡的寶藏。衛生專家致力於食物的營養、衛生和疾病之間的關係；美食者鑽研

烹飪之道；經濟學者將食物視作可以交易和生產的商品；政治學者研究食物的分

配和管理是如何突顯出權力的核心；環境學者則認為食物代表著人類如何主宰生

態體系的活動。對社會學者和文化學者而言，飲食正是顯示區別和階級的指標，

同時滿足認同並界定團體（Fernandez-Armesto 2005：9-10）。事實上，在自然界

裡面，人類做為食物的動植物，遠遠少於我們可以食用的動植物，幾乎在所有的

人類社會，我們都可以發現飲食偏好或飲食禁忌的規則。在日常生活中，飲食偏

好也是無所不在。有的人愛吃水果之王榴槤，有的人卻避之唯恐不及，台灣有許

多人不吃牛肉，可能是受了早年農業社會裡，牛隻在農耕上具重要地位的影響。

而素食，正是台灣最深刻，最具有代表性的飲食偏好。 

由於環保意識的提升，文明食品製造工業對現代人的健康日亦產生威脅。

此外，動物權意識的抬頭，使得素食這幾年在西方世界掀起風潮。素食在台灣從

來不是陌生的飲食方式，甚至早就超越飲食方式的高度，而擁有重要的文化象徵

意義。作為一個素食者，當然非常期待這篇研究能夠協助我們去探索，素食者作

為一種被區隔出來的群體，如何被素食這種飲食型態所滋養著，他們如何界定「我

是誰？」以及因為自我認同，所產生一連串與他人的互動過程。這個過程的呈現，

有助於素食者更清晰的了解他們的身分認同，是如何影響他們日常生活的點滴細

節。本研究的目的即是希望去呈現這個過程，並更進一步地闡釋這個過程對素食

者生活造成何種衝擊，以及在台灣的素食者，無疑的作為一種少數團體的成員，

這件事情所帶來的啟示，在理解素食者作為一少數群體在此社會中的社會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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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研究問題 

我認為大部分的台灣素食者都贊同，台灣相對於其他國家，已經是一個素

食的天堂，而且許多長年的素食者也認為，素食餐廳有越來越多的趨勢，代表著

在台灣吃素是越來越便利了。但是，仍不時有素食者或團體呼籲打造一個更友善

的素食空間。也許，問題不全然是出自於方不方便這件事情上。就如同錢永祥教

授（2005）在《深層素食主義》導讀中所表達的，「在我個人的經驗裏，素食主

義者面對的主要挑釁，往往不是質疑，而是訕笑。」對台灣素食者來說，造成不

友善環境的，正是人們看待素食者以及素食主義的方式。從這個角度切入，本研

究試圖去描繪出台灣素食者的日常生活經驗，對自我身份的認同，以及當以素食

者角色進行社會生活時的狀態。依此可以歸納出具體的研究問題： 

1、台灣素食者的認同基礎為何？ 

2、台灣素食者遭遇哪些形象困境，他們如何進行角色扮演使互動順利進

行？ 

3、台灣素食者的社會關係圖像為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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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文獻回顧 

素食在台灣並非什麼新穎的東西，不過隨著西方素食文化的進入、現代飲

食型態的改變，新近吹起的素食風，已經有別於以往傳統素食論述的本質。因此

在第一個部份，本研究將首先回顧西方這股素食風潮的內涵，觀看現代的飲食社

會學者是如何詮釋素食風潮的興起，並解析其中內涵。第二部份則是從台灣素食

人口的規模和社會屬性，以及素食文化意義的說明，來建構台灣素食的現況。這

兩個部分的文獻回顧有助於本研究探討素食文化意義及其背景脈絡，素食主義的

內涵，以及素食者身分建構的基礎。第三部份則藉由社會學者 Deborah.J Evers

對素食者認同所進行的探討，以作為本研究對於台灣素食者建立認同基礎的對

照，並從他的研究中，獲取對素食者認同過程所產生的啟示。第四部份則回顧西

方對素食者人際關係的相關研究。雖然因為文化背景的差異，使得素食者人際互

動的細節與關注點有所差異，但是仍有某些社會性的觀察對本研究能帶來啟發。 

 

第一節  西方素食風潮的興盛 

素食這種飲食偏好存在已久，雖然從來沒有成為社會的主流，但是也成為

某些社群或團體的飲食重心，並且被賦予象徵的意義。在當代，似乎捲起了一陣

素食的風潮，至少在西方，素食的人口在統計上有明顯上升的趨勢1，肉類的消

費也逐年下降2。因此，西方的社會學界提出一些論點，來解釋當代這股素食風

潮的發生，這些論點雖然從西方社會的角度出發，但是也能對台灣素食文化概況

的解析產生提點的作用。 

Fiddes 認為，素食風潮的興盛是因為文化趨勢的轉變所造成，特別是食物

象徵的改變。肉類消費和生產曾被認為是人類征服自然力量的展現，但是現在這

種集體意識改變了；征服自然被照顧和責任的概念取代。在這樣的社會氣氛之

下，素食的採用和肉食的避免被建構成對環境更友善的表現，也呼應了環境運動

和綠色政治的出現（Fiddes 1991：219-23）。Mennell 進一步推展了這個概念。他

                                                 
1 以英國為例，根據蓋洛普針對 16 歲以上人口所進行的民調，從 1984 年到 1999 年，自認為素

食者的人，從 2.1%上升到 5%。資料來源：vegetarian society 網站。網址：

http://www.vegsoc.org/info/realeat.html 
2 以英國為例，整體肉類消費自二次戰後大量攀升，但是到 1980 年代之後卻逐年下降。

〈Beardsworth and Keil 1997： 1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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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為中世紀暴食的放縱被優雅的品味和自我監控取代。肉所代表的象徵，體力、

動物的本性、熱情和力量，都是自我監控和優雅的對立面。因此，素食或是厭食

症都可被視為受到文明化過程的影響。這也表示個人越來越不想去面對動物製品

在生產過程中可能存在的令人厭惡的部份，而這些過程也逐漸被隱藏在公眾的視

野之下（Mennell 1992）。Beardsworth and Keil 提出另一個觀點，他們認為現代

的飲食焦慮與日俱增，對健康、肉類所隱藏風險的憂慮，包括脂肪、膽固醇、抗

生素，以及處理過程可能會受到的汙染，再加上殺死動物的必然，這些焦慮使得

人們選擇「素食」作為紓解。在 Beardsworth and Keil 所執行的訪談中，受訪者

常常會提及在他們吃素之後，「內心獲得了平靜」（Beardsworth and Keil 1997：

238）。 

西方素食的內涵從文化意義的角度可以分成以下幾個部份： 

一、動物保護 

動物對人類而言，是敵人、伙伴也是食物。自古就有一些人不忍人類殺戮

動物的殘暴，進而呼籲珍惜動物的生命，其中有一些就以素食做為動物保護的關

鍵行動。早在古希臘的時期，畢達哥拉斯就曾經宣揚過素食主義。畢氏認為動物

具有靈魂，而且與人類的靈魂有相同的構成，死後靈魂會輪迴轉生，所以人類與

動物可能會有自然或超自然的親屬關係，因此非暴力是必須的，同時他們相信，

人性與同情可能會被殘酷所削弱。畢氏後來被封為「西方素食主義之父」，一般

認為他是第一個規定信徒要吃素的著名思想家，早期西方素食者還會被稱為畢達

哥拉斯的信徒（Fox 2005：7）。這個時期的素食主義哲學討論維持了將近一千年，

然後，根據多姆布洛斯基（Daniel A. Dombrowski）的說法，除了少數幾個具有

代表性的人物以外，西方思想中關於素食主義的部份蟄伏了一千五百年之久（Fox 

2005：16）。由於聖經3和亞里斯多德的影響，素食主義在中世紀曾是基督教異端

的中心，只要有素食主義的罪名即可進行逮捕、迫害（Fox 2005：17）。進入文

藝復興時期後，因為人類中心主義的興起，非人動物的處境惡化了，且隨著笛卡

                                                 
3 聖經中有言，在創 9：3-4「凡活著的動物都可以作你們的食物。這一切我都賜給你們，如同菜

蔬一樣。惟獨肉帶著血，那就是他的生命，你們不可吃。」，除此之外，聖經中也有一些片段提

及「肉」。不過，現在的素食主義逐條的反駁了原先對聖經的理解，認為其中主張「肉」食的部

份，其實指的是「食物」，他們認為耶穌也主張人類應該吃素。

http://www.chinavegan.com/2004/welcome_to_china_vegan@20041126200459.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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爾（1596~1650）的宣稱而達到巔峰4（Fox 2005：18）。到啟蒙運動的晚期，越

來越多的個人或團體公開地、示範性地宣示他們對非人動物的同情心，以及對素

食主義的擁護，或至少以相當現代化的方式討論這些議題（Fox 2005：20）。十

九世紀，人們對素食主義的接納度提高了，至少在社會的某些部門是如此，這是

得力於社會、歷史、文化上的發展。這些發展包括：達爾文的著作打破了物種的

藩籬；瑪麗‧雪萊（Mary Wollstonecraft Godwin Shelley, 1797-1851）利用《科學

怪人》來探討人類跟自然的關係；英國和德國通過早期的動物福利立法等等（Fox 

2005：23）。 

一直到 1975 年，隨著澳洲哲學家彼得‧辛格（Peter Singer）的《動物解放

（Animal Liberation）》一書的出版，動物才再度成為倫理辯論的焦點（Fox 2005：

25）。辛格在此書中首先展示人類有計畫、有規模殘害動物的現狀，其範圍涵蓋

實驗動物以及經濟動物，並且藉此提出了一個疑問：人類是否有權利如此對待動

物？這問題關乎這些非人動物是否具有道德的主體性，且此種道德主體性是否能

與人類擺在同一個天平上衡量？辛格主張，人們對動物應該有「平等的道德考

量」，並指出這種壓迫關係即是一種「物種歧視」，與「種族歧視」、「性別歧視」

並沒有什麼不同。辛格在其中採取的並非是義務論的立場，而是繼承邊沁以來的

效益主義。他認為人應該以理性的方式，計算每一行為可能產生的結果，並以之

做為行動指導的依據。而辛格比較不一樣的地方在於，他不是以追求最大幸福，

而是以追求最少苦難為目的，因此，一個稱之為「對」的行為，必然是因為這個

這個行為相較於其他的行為，能產生比較少的痛苦。在這樣的考量之下，維護動

物的利益，追求物種之間的平等，就能成為道德的準則（Pojman 1997：6）。1983

年，湯姆‧雷根（Tom Regan）發表《動物權立論》，提出「天賦價值」的概念，

他主張非人動物跟人類一樣也是「生命的主體」，一樣會快樂痛苦，一樣會偏愛、

回憶或期待某些事物，牠們有自己的福祉，牠們的內在價值全然的屬於牠們自

己。他主張完全廢除動物實驗，即使讓人類承擔藥物試驗或其他的風險也再所不

惜，因為我們不能因為自己的利益去傷害別的物種（Pojman 1997：14）。 

這一前一後的兩部著作在道德立場上堅固地捍衛動物的權利，並且之後關

於倫理學與動物這領域的浩繁文獻，幾乎都繼承了這兩者的討論（Fox 2005：

26-27）。他們的論述已經為素食主義的動物權面向，建立了重要的基礎，也成為

                                                 
4 笛卡爾宣稱，動物既沒有意識的能力，也沒有痛的感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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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食主義論述的一部分。 

二、環境保護 

環境保護在素食的倡議中包含了兩個面向：資源利用的合理性，以及肉類

工業所造成的環境污染或破壞，而這兩個面向是緊緊相互關聯的。首先是資源運

用的合理性。1975 年，拉佩 (Lappe, Frances Moore)的暢銷書《一座小行星的飲

食方式（Diet for a Small Planet）》為這個議題立下了重要的里程碑。在找尋全球

飢餓問題來源的過程中，拉佩揭露了一個關鍵性的發現，那就是全球的飢餓問題

並不是因為糧食生產不足，而是不公平的分配、無效率而浪費食物的飲食習慣所

造成的。他將浪費的集約飼養牛隻的過程形容為「逆向運作的蛋白質工廠」（a 

protein factory in reverse），16 單位的蛋白質輸入，產生一單位的輸出，過多的植

物性食物被生產來餵養食用性動物，這些動物所生產的蛋白質，遠遠低於餵養牠

們的植物，也就是說若是停止飼養動物作為食物，全球的糧食根本不虞匱乏。後

續的研究也支持這項看法，根據看守世界協會（Worldwatch Institute）資深研究

員 Alan Durning 在 1991 年所做得估計，將近百分之四十的全世界榖類，以及百

分之七十的全美榖類是用來飼養牲畜的（Fox 2005：121）。 

飢餓是一個複雜的問題，其原因當然不僅僅是無利率的土地利用這麼簡

單。就如拉佩所提及的另外一個問題，許多的邊陲國家成為食物的輸出國，本國

的人民卻不一定能夠吃飽。他們耗費資源所生產的食物，卻是為了供給富裕國家

奢侈的飲食習慣。像墨西哥或是巴西這樣的國家還牽涉到一個影響更廣泛的問

題，那就是雨林的破壞。如今我們都知道雨林的保存對於生物多樣性的重要，不

過世界上的雨林卻在快速的消失當中。雨林的消失有很多原因，尋求柴薪、拓展

居住空間、農耕田地、單一農作種植園田地、石油、礦物、牛隻牧場等等，雖然

原因很多且複雜，不過，畜牧業的擴展絕對是其中主要原因之一。邁爾斯（Norman 

Myers）就認為，從墨西哥到巴西，「消滅拉丁美洲之熱帶雨林的頭號因素是牛隻

放牧。（Fox 2005：115）」雨林不斷地被砍伐來建成畜牧場，而雨林的特性使

得這種砍伐具有毀滅性。Robbins 指出其中關鍵的原因：雨林的營養都蘊藏在植

物的身上，而不在土裡，土壤貧瘠，植物很難再生。因此，雨林被砍伐開發成畜

牧場之後，土地將很快地報廢，於是又必需再砍伐新的雨林地（Robbins 2004：

368-369）。其中的嚴重性與畜牧業的關聯可以從另一方面獲得印證，Robbins 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