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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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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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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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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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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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美國肉類進口業者委員會的資料顯示，美國進口 10%的牛肉，而進口牛肉中有

90%來自中南美洲。同時，幾乎所有自中南美洲進口的肉，都變成速食店裡的漢

堡肉（Robbins 2004：368）。邁爾斯（Norman Myers）把它稱之為森林的「漢堡

化」（Fox 2005：116）。「漢堡」和「雨林」的聯結也成為素食倡議的最佳比喻，

尤其對西方人來說非常生動。根據 PETA 所出的素食倡議文宣，其中提及「55

平方英尺的雨林只能生產四分之一磅的漢堡牛肉餅，因此，每個素食者每年可以

拯救一英畝5的雨林。」 

肉食對雨林所產生威脅正好可以將環境保護的兩個問題──資源分配的不

公平與肉食對環境的破壞──串聯在一起。肉食的生產不旦衝擊了環境，也衝擊

了以當地環境資源維生的當地人。在美國，熱帶雨林行動聯絡網（Rainforest Action 

Network）曾經發起全國抵制食用漢堡王（Burger King）產品的運動。他們買了

大篇幅的廣告，讓大眾了解，買了進口肉還附帶著背後那些看不見的代價。廣告

上寫著：「在熱帶雨林被推土機鏟平和燒毀前，曾是許多稀少、珍奇生物的家鄉。

牛群來了，等牠們走了以後，此地成為廢地，連一點生物也沒有。十二個國家的

實踐主義者現在結合起來為美洲虎、蘭花和唬猴反擊，也為身體和文化上直接依

賴現存的熱帶雨林維生的上百萬人民反擊。」（Robbins 2004：370） 

肉食所帶來的龐大的環境破壞並不僅只在雨林，在畜牧工業化之後，對水、

空氣以及能源都帶來了巨大的消耗和汙染。Robbins 指出，供應肉食者一天的食

物得花四千多加侖的水，吃素但是吃蛋及乳製品的人，得花一千兩百加侖的水，

純吃素的人三百加侖就足夠了，為純吃素的人一年裡生產食物所用的水，比為吃

肉的人生產一個月的食物所用的水還少（Robbins 2004：372）。除了必須消耗更

多的水，畜牧業所產生的排泄物也嚴重的污染水源，在某些地方甚至造成魚群的

大量死亡。美國環境保護局已經證實，來自雞、豬和牛的排泄物已經污染了美國

22 個州長達三萬五千英哩長的河流，以及 15 個州的地下水（PETA  2007a）。在

肉品生產的過程中，消耗的能源是很驚人的。俄亥俄州立大學的農業專家曾就生

產雞肉、豬肉和其他肉類的能源成本，與生產黃豆、玉米和其他植物所提供的食

物所需的能源成本做了一個比較，結果發現，肉品類食物能源投資回收率，最高

不過是 34.5%，而五種穀類比較之下，最差的投資回收率也有 328%（Robbins 

                                                 
5 一英畝=43560 平方英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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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4：381）。根據 Howard F. Lyman 的親身說法6，肉品製造所消耗的能源遠遠超

過植物類食物。Lyman 指出「從運送牲口到屠宰場，到肉類的包裝冷凍等，都是

耗費能量的過程，相較之下，蔬菜和水果到達你的餐桌之前，都不需要冷凍或包

裝………另外，集中圈養動物的養殖場，還需要耗費能源來控制人造『生活』環

境中的溫度、把飼料運給動物、把糞便運走、生產並運送抗生素及其他用來『照

顧』這些工廠中動物的化學藥劑等。（Lyman 2005：143）」這些過程不僅消耗能

源，且同時製造污染。燃燒石化燃料、製造化學肥料、牲口本身排出的廢氣，以

及焚燒森林都會對空氣造成污染（Lyman 2005：142~145）。另外，現今最熱門的

環境議題，莫過於全球暖化的問題了，根據聯合國 2006 年的報告，「以動物作為

食物的增加所產生的溫室氣體，已經比世界上所有汽車和卡車加總起來所製造的

溫室氣體還要更多。同時，肉品工業已經成為全世界環境問題中最重要環節之

一。（PETA  2007b）由此可知，為了減輕全球暖化的問題，素食也成為重要的

個人行動之一。 

三、健康 

健康的因素也許是許多人選擇素食的重要原因，因為肉類對身體的害處，

會比環境的汙染更加快速的降臨。而肉類對健康的影響可以分成兩個部份，一個

是肉類飲食本身對健康的危害，另一個是工廠化飼養過程中殘留在肉中的毒素，

對人體所造成的傷害。肉類對身體造成危害，主要是肉類比植物性的食物含有更

多的油脂、脂肪、膽固醇及飽和脂肪酸，卻缺乏纖維質。許多研究指出，肉類攝

取的增加正與現代文明病的增加成正比。包括心臟病、各種癌症都被證實與這些

物質的大量攝取有關係。1973 年美國全國癌症學院雜誌指出，根據全球五個城

市所做的調查，肉品銷耗量越高的城市，其心臟病和腸癌死亡人數也就越多

（Robbins 2004：258）。1980 年 B.S Reddy 所作的調查，以國家作單位，油脂消

耗量越高的國家，其攝護腺癌的死亡率也越高，而動物性食品則比植物性食品含

有更多的油脂（Robbins 2004：261）。還有一個反向的例證。在一次世界大戰中，

丹麥由於封鎖交通，食物缺乏，因此政府請平時推廣純樸生活的海因德博士設計

糧食配給計畫，當時丹麥人只能依靠穀物、蔬果和乳製品維生，結果在管制糧食

的 1917 年到 1918 年之間，全丹麥死亡率減少了 17%。戰後，食物供給正常，死

                                                 
6 Howard F. Lyman 出身於蒙大拿傳統農場家庭，經營農場長達二十年，後因健康問題，結束農

場經營，成為素食和有機飲食的有力推廣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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亡率又恢復到原先的水準（傅益永 1998：103）。這些研究都指出肉類飲食的增

加對人體是不健康的。但是，雖然健康的理由是普遍被接受的素食原因，不過，

素食也同樣被人質疑是不健康的。素食者會缺乏鈣質、蛋白質、鐵質，維生素

B12，或是只是抽象的「不營養」，中國素食的烹飪方式，更會使素食者吃進大

量的油、鹽與人工製品。於是，台灣的素食書籍也往往會教導讀者如何吃素最健

康7。由於中西方飲食方式、烹調習慣的差異，在思索台灣素食文化中素食與健

康概念的關連性時，必須有不同的視野。 

另一種是經由工業化飼養所導致的毒素殘留或其他問題。自然界的動物不

會以如此密集的方式住在一起，也不會成長地如此快速，為了加速生長以及減少

密集管理所帶來的疾病，不得不施打各類生長激素和抗生素、荷爾蒙、鎮靜劑、

食慾促進劑，以及間接使用的除草劑和殺蟲劑。這些預防或治療措施使得這些毒

物積累在肉品中，在人食用之後危害人的身體。另外，這些預防及治療措施並沒

有真正阻絕病菌，反而使得這些病菌變種地更加強壯。許多寄生蟲引起的疾病、

退伍軍人病、沙門氏菌病、狂牛症、禽流感，都是因為集中飼養使得這些問題更

加嚴重。各種因素使得吃肉對健康有所危害。但，我們為何仍不斷接收肉類有益

身體健康的資訊？Robbins（2004）和 Lyman（2005）都指出了其中的關鍵因素。

在美國，整個畜牧產業是一個龐大的利益團體。他們遊說議員不通過違反他們利

益的法案，滲入教育體系或機構中，傳播給消費者或學童錯誤的資訊，甚至以龐

大財力支持有利於他們的科學研究。 

許多相關文獻和研究都指出，亞洲國家或其他的開發中國家可能是因為經

濟或是飲食習慣的因素，使得飲食中的肉類比例相對而言低很多。Lyman 就引述

了一位英國作家 Peter Cox 的一段話：「西方飲食中的蛋白質平均有百分之七十都

是來自動物，而中國人來自動物的蛋白質卻只有百分之七，因此大部分中國人都

很少受到西方致命疾病的侵襲折磨，但是那些少數的富裕中國人，因為攝取的動

物性蛋白質和西方人一樣多，因此他們罹患心臟病、癌症和糖尿病的機率也和西

方人一樣非常高。」（Lyman 2005：48-49）根據 2004 年 3 月的《國家地理雜誌》

所引用的聯合國統計數字，中國大陸人平均每人每年的肉食消費量是 104 磅，美

國則是 269 磅，足足是中國的 2.59 倍（涂宗呈 2005：2）。雖然不了解究竟飲食

                                                 
7 例如《人生雜誌》264 期以素食為主題，就花了許多的篇幅，在教導讀者如何「正確」的吃素。

包括「挑對的素─挑對食材，健康沒問題」、「怎樣吃素最健康？─正確的煮，健康有保障」。這

表示對台灣人來說，吃素不一定等同於健康，這個概念是很普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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習慣或經濟因素對這樣差異的影響孰輕孰重，但素食倡議者仍十分擔心，當中國

或印度這樣人口眾多的國家一旦經濟起飛後，生活水準提升以及飲食全球化影響

之下所導致的肉類食用量的增加，會不會對整個環境、動物處境的破壞，以及人

類的健康的危害雪上加霜。不過値得一提的是，全球化除了為這些地區帶來飲食

方式的新衝擊外，新的觀念也加速流動著；動物權、環境保護或是肉類對健康的

危害，也是在這樣全球化的資訊流通下開始傳播。台灣已經開始出版這類書籍，

素食者組成社團討論流通這些知識和想法，除了從原本的文化中尋找素食的根源

之外，也參進了新的想法，並開始有了新的行動和做法。 

 

第二節  對肉食和素食的解讀 

雖然目前無法清楚地了解從西方傳入的各種思潮對台灣素食文化的影響，

但我擷取了一些西方社會學家或人類學家對素食主義關鍵性的討論，一方面有助

於擴大飲食文化研究的視野，並從中得到一些觀察的框架，另一方面能藉此了解

西方素食主義的贊成者和反對者爭論的焦點。這些討論主要是以素食者的角度出

發，在此摘取的理由，是因為它包含在西方素食文化內涵之中，是形成當代西方

素食文化內涵不可或缺的部份。這些討論並不一定能完全對應中國飲食文化或台

灣飲食文化的內涵，其中包含著諸多文化和飲食結構概念的差異。即使如此，本

研究仍希望透過這些文獻的回顧，了解就飲食文化的角度出發，西方的素食理論

者如何看待素食主義這樣的飲食偏好，以及其現象背後的文化意涵。 

一、肉食的意義 

依照西方素食主義的分類可以發現，素食主義者首先拒絕的是紅肉，依次

才是禽肉和海鮮，這樣的現象正好呼應 Julia Twigg 所提出的「食物階級」

（hierarchy of foods）。他認為西方文化中，有一種食物階級的概念隱藏在飲食

文化的背後。紅肉站在食物的頂端，是高營養價值及力量的代表，充滿血的內涵。

血被視作一種侵略、力量、男性生殖力、有性能力的象徵，吃它們就好像是吃進

動物的「自然力量」。血意涵越少的的食物，其位階越低，因此，紅肉之後，接

續是雞、魚、蛋和起司，最底層是蔬菜。相對於動物的肉慾力量，另一端點則是

精神力量。根據這個邏輯，素食一方面由於無法吃進「動物的自然力量」，而被

視為軟弱的，無力的以及蒼白的。另一方面，則被視為更靠近精神層面的，脫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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肉慾的，甚至是無性的。Twigg 的食物階級有其社會背景，從西方社會能輕易的

觀察到這個現象。前面提及，英文的「vegetarian」往往指得是一種食物偏好的

現象，而不完全是避免所有的動物性食品，一般人通常會首先避免紅肉，再來才

是雞跟魚。此外，「肉」的關鍵力量，也可以從餐食的準備看得出來。在西方，

肉是餐食的主角，其他的材料都圍繞著這個主角安排（Twigg 1983）。 

透過語言也能夠解構肉食的意義。以英文為例，可食的動物和不可食的動

物在語言上即有所區分。牛（cow）、豬（pig）變成食物後就換了一個新的名字

─牛肉（beef）、豬肉（pork），完全看不出肉類跟原生動物的關聯。不食用的動

物如馬或袋鼠，就會直接稱其 horsemeat 和 wombatmeat。到了工業化畜牧的時

期，甚至以工業和工廠的術語來稱呼動物。例如雞稱為「生蛋機器」（egg-producing 

machine），或稱這些畜產為「消耗穀物的動物單位」（grain-consuming animal units）

（南方朔 2002：180~182）。語言反映出禁忌，將動物的肉設定了新的名字，就

可以避免牠們跟真實的活物聯想在一起，也能夠疏遠牠們跟人類的親密關係。

Adams 指出，每一份肉類餐食的背後，都有東西消失不見了，動物死了，取而代

之的是美味的餐食，動物成為「消失的指涉對象」。肉品既不能被憶起它曾經是

活生生的動物，這層疏離的關係，也使得動物與肉食者之間有了斷裂。肉品與其

原來的指涉對象（動物）失去了聯繫，成為漂浮的個體（Adams 2006）。 

Adams 進一步將動物受壓迫的關係延展到女性受壓迫的過程。Twigg 的研

究也曾經提及，食物階級也可以從性別的差異看出端倪，紅肉往往屬於男人的食

物，而白肉屬於女人，餐廳侍者會不加思索地將牛排送到男性的面前，而認為魚

肉是女性所點的。從語言上來看，素食是屬於女性的食物，因此，至少在 1880

年代，女性主義就和素食主義產生關聯（Twigg 1983）。Carol J. Adams 進一步

發展了這個想法，並且將素食主義與女性主義搭起了橋樑。跟動物不同的是，女

性雖然不會被「食用」，但透過消費或暴力的對待，女性常常也成了消失的指涉

對象，其處境被忽略漠視。一套連貫的壓迫體系，透過類似的手法，女性和動物

都成了被壓迫的對象。而由於受壓迫的指涉對象消失了，進而也無從經驗受壓迫

族群之間的關連（Adams 2006）。從語言之中，更可以強烈聯繫起這兩者。「肉」

在英美現行的俚語使用中，具有特殊的性意涵，並且常常用來指稱性工作的女

子。女性被比喻成「肉」，就成為可以隨意宰割的「物」，女性與動物透過「消失

的指涉」，同樣變成難以言說的被壓迫者。透過語言，食肉議題被架構成不值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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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討論，不值一提的議題，也是透過語言，擴大了人們與食肉真相之間的距離。

Adams 更指出，這個舉動強化了肉的象徵意義，但是這個象徵意義卻是父權的、

以男性為主的。肉代表一個看不見卻一直存在的象徵─父權社會對動物和語言的

控制（Adams 2006：114）。 

「肉」的意義與食肉的行為在西方素食主義的論述中被緊密地聯結在一

起，將「食肉」的意義釐清，並把肉食與人類生活的其他部分串聯在一起，除更

能挑明其背後的涵義，也彰顯了食肉這個行為的非必然性。上面的研究，都是以

西方文化作為研究的基礎，不同的文化產生不同的飲食結構。譬如說，中國飲食

文化中有主食副食的概念，通常主食指的是米飯或麵食，肉或是青菜都是配菜，

所以中國的餐食中，肉類不是主角，植物性食物才是主要角色。中國的素食由於

受到佛教「戒殺」的影響，所以一般人在戒斷肉食的時候，也不會有先後的差別，

因為所有的動物都被視為同等的。因此，中西方對於「肉食」的意義也應該有所

差異，連帶影響到素食的意義建構。 

二、素食的意義 

素食主義的提出，除了針對肉食是對動物權、環保或是健康破壞的一種行

動展現之外，更是針對上面所敘述的肉食文化意義進行翻轉與顛覆。Twigg 提出

了食物的階級後認為，素食主義的強調，翻轉了食物的階級，透過對血的排斥，

將植物性食物提升到最頂層，並賦予它整全的力量。穀類、種子，被形容成生氣

勃勃的食物，吃它們能獲得氣力與營養。素食並不只是消極的規避一切肉類而

已，反而透過積極的選擇增加了自身的品質（Twigg 1983）。Twigg 在此指出了素

食主義倡議的關鍵運作，為了抵抗食物階級所造成的食物優劣結構，素食主義者

必須積極地翻轉不食肉所帶來的負面形象，例如缺乏男子氣概，或是沒有力量、

軟弱等等。Twigg 認為，素食主義的提出，將從根本上翻轉食物的階級，建立起

新的，有力量的形象（Twigg 1983）。 

Adams 將素食主義與女性主義連結在一起。對她來說，素食主義正是一種

對父權文化最徹底的顛覆和翻轉，同時，素食主義也不應該侷限於個人道德的展

現，而應該是對於一種集體文化的抗議，所以它應該是一種集體活動。Adams

指出，「吃動物是一面再現父權文化價值觀的鏡子，同時也在每份餐食中銘刻著

男性權力。父權的眼光看不見死亡動物被切割肉體，而只看到美味的食物。若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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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食慾重新銘刻父權文化，那我們對肉食所採取的行動勢將更正或挑戰這已被接

受的文化。因為如果肉是男性宰制的象徵，那它的存在就宣稱女性權力的消失。」

（Adams 2006：304）人類正是從飲食中，重現價值觀和宇宙觀。殺害動物，吸

收其血肉為人類身體的一部份，成就男子氣概跟力量，正是人類侵略、吸納、控

制和暴力的基礎形式。若不去譴責、改變這基礎的形式，所有的壓迫和暴力將會

依然存在。透過素食主義的實踐，就能夠展現統一整合而非分裂，收穫而非暴力，

合諧生活而非控制別人，是照顧、養育、進化上緩慢的改變與四季合諧（Admas 

2006：309）。 

吃肉被視為理所當然的，不過肉食的象徵意義絕對不是價值中立的。對肉

食者來說，食肉似乎是在吃生命，透過吃獲得生命的延續，產生力量。對素食者

而言，就像是在吃死亡，是吃死的屍體（Fox. 2005：40）。的確，在實踐的層次，

素食有多樣的出發點，以及依這些出發點所展現的複雜形式。Fox 整理了這些論

證，可以被包含在下列十點之中：健康、動物所受的折磨與死亡、公正或無私的

道德觀注、對環境的關注、對自然的操控、世界性飢餓與社會不公、互相關連的

壓迫形式、物種間的親屬關係與慈悲心、全盤的非暴力，以及精神和宗教的論證

（Fox 2005：76）。這個歸納包含了不同層次的討論，且它們往往是互相交織在

一起，互相強化的。不過最終這些論點都認定，素食屬於一種較佳的生活方式。

素食的意義即是為了轉變原先的飲食習慣，彰顯更多的可能性，甚至整體上，成

就一個新的價值觀。 

 

第三節  台灣的素食現況 

一、台灣素食人口規模和屬性 

台灣的素食人口的規模曾經有過一些統計。1990 年 4 月的中國時報調查，

百分之五十的人口有過吃素的經驗，百分之十四的人長期吃素（中國時報 

1990）。衛生署 1993~1996 年「第一次國民營養健康變遷調查」中則估計，國內

四歲以上的人口中，有百分之二的人長年吃全素（曾明淑等 1998）。財團法人食

品工業發展研究所所製作的臺灣地區食品消費調查統計年鑑，包含素食人口數

量、性別、教育程度和年齡的資料，是這幾份資料中較為完整的。從 2000 年到

2006 年，每年抽樣 1200 份，調查飲食消費的各個面向，葷素食是其中的一小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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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節。這份調查將素食的類型分成四份，包括特定時間素食（如早齋、初一、

十五等）、全素、肉邊素、蛋素四種類型，由於本研究主要針對全時間的素食者，

因此針對全素、肉邊素、蛋素三種類型加總統計，製成各類統計圖表羅列如下： 

表格 1、2000 年到 2006 年臺灣地區素食人口 

 

年 2000 2001 2002 2003 2004 2005 2006 

佔總人口百

分比 

3.9 3.2 3.2 3 4.3 1.8 5.4 

研究者製表 

資料來源：臺灣地區食品消費調查統計年鑑，曾明淑等人，2000~2006，新

竹：財團法人食品工業發展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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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表 1、2000 年到 2006 年臺灣地區素食人口性別比例 

資料來源：臺灣地區食品消費調查統計年鑑，曾明淑等人，2000~2006，新

竹：財團法人食品工業發展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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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表 2、2000 年到 2006 年臺灣地區素食人口教育程度比例 

資料來源：臺灣地區食品消費調查統計年鑑，曾明淑等人，2000~2006，新

竹：財團法人食品工業發展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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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表 3、2000 年到 2006 年臺灣地區素食人口年齡比例 

資料來源：臺灣地區食品消費調查統計年鑑，曾明淑等人，2000~2006，新

竹：財團法人食品工業發展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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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表 4、2000 年到 2006 年臺灣地區素食人口年齡比例 

資料來源：臺灣地區食品消費調查統計年鑑，曾明淑等人，2000~2006，新

竹：財團法人食品工業發展研究所。 

 

從表一可以看出，素食人口在 1.8%到 5.4%左右高低起伏，台灣全時間的素

食者在 2000 到 2006 年年間大致是這個規模。在性別比例的部份，2002 年以前，

女性明顯的比男性多，但 2002 年之後，這個差距就逐漸縮小了，甚至到了 2006

年，男性的比例還略為比女性高。在教育程度的部分，除了 2005 年以外，大部

份集中在國中高中高職這個教育程度，而且集中的程度相當明顯。年齡上，從

各年的比較看來，沒有明顯的集中現象，若是將其區分為四十歲以上和四十歲

以下，除 2000 年，40 歲以下的素食人口明顯超過 40 歲以上的素食人口以外，

大部份是 40 歲以上人口多於 40 歲以下人口，或是如 2003 年和 2005 年所顯示

的，差距不甚明顯。從不同人口的屬性中可以推斷，近七年的台灣素食人口，

除了教育程度有比較明顯的集中現象以外，事實上，年齡、性別並沒有特別突

出的人口分布。 

最開始所提及的其他調查，數據差異頗大，由於基於不同的操作定義，以

及差異的調查項目，在此無法將它們進行比較，也無法推論台灣素食人口在不

同時期規模和人口屬性上的變化。但是透過近七年的資料，可以比較肯定地說，

一般社會認定的素食者形象，比如較為年長，多為女性，就統計上來看，這些

特點已經慢慢地消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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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台灣素食文化的內涵 

陳千群指出，台灣的素食論述由傳統和新潮互相交雜影響著。傳統的論述

主要是由佛教以及一貫道所代表的宗教素食為主流；而新潮素食論述則是由健

康、動物權和環保權作為主導。陳千群進一步指出「新潮素食」的三個特點：

一、不以宗教為立基點；二、科學化和西化是其共同的基礎；三、對素食的規

範少了五辛8的規範（陳千群 2007：37）。這三個特點讓他將新潮素食論述從傳

統素食論述中區別出來。對於台灣的素食者來說，許多人都同時援引兩類論述

作為自己素食的依據。另外，宗教團體在宣導素食時，也會援引新潮素食論述

當作科學的論證，用以增強原先的傳統論述。因此他指出，這兩種論述在台灣

素食者的身上以一顯一隱的方式交疊作用，也形成了台灣特殊的素食觀。 

不過我認為，在台灣，傳統素食論述比起新潮素食論述，更深刻地內化在

人們的心中，並體現在互動的過程裡。因此，有必要針對「不殺生」及「慈悲」

的意涵作更進一步的探討。另外，素肉的議題在葷素交鋒的過程中扮演舉足輕

重的地位，透過中國素食菜系的討論，能夠進一步了解此現象形成的原因，故

也將一併討論。 

佛教傳遍世界各地，但是素食作為佛教的特色也是中國才有的。佛教在印

度並沒有採取素食，雖然初始就有不殺生的戒律，但根據現有的經典資料，佛陀

頂多只要求僧尼只能食用三淨肉而已。當時的素食主張曾由佛陀的堂弟提婆達多

提出，為爭取教團領導權，吸引更多人向其靠攏，確立「頭陀行」（徹底苦行）

為僧侶唯一的修行方式，提婆達多才特別於戒律中加入「不食魚、肉」的要求，

成為印度史上將「不殺生戒」與「素食」觀念結合起來的第一人（康樂 2001：5）。

不過，素食的要求最後仍沒成為印度佛教的特徵，這主要是因為佛陀本身並不支

持，佛陀主張中道，並不贊成苦行，再加上當時僧侶托缽維生，無法自己選擇食

物，所以佛陀立下可以食用「三淨肉」的規定，即是「我沒有看到牲畜是為我而

殺的」、「我沒有聽到牲畜是為我而殺的」，或是「沒有理由讓我疑心牲畜是為我

而殺的」，這種肉就可以吃（康樂 2001：6-7）。因此在當時，無論是佛教的僧團

或是居士，也就是一般在家修行的佛教徒，都沒有素食的習慣。佛教傳入中國，

也將不殺生的觀念介紹到中國來，隨著大乘經典陸續譯出，特別是「食肉傷大慈

                                                 
8 五辛即是五種辛味之菜。有一說法為大蒜、小蒜、興渠、慈蔥、茖蔥。細節有不同版本，但是

多半是指蔥蒜韭菜類的食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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種」這種想法的散布，使得佛教徒和民間人士逐漸將「殺生」與「食肉」連結起

來，且被賦予負面的意義（康樂 2001）。康樂稱這種把不殺生、慈悲與素食相連

的論述稱作「新素食觀」。早在梁武帝以前，這類實踐者就有不少，其不外乎強

調「素食即不殺生，不殺生即慈悲」的意涵。 

但是直到梁武帝時期，才藉由國家的力量，強迫佛教中的僧侶改為素食。

所以在佛教的體系之中，也只有漢傳佛教的僧侶，才以完全素食作為其誡律。其

他地區如在東南亞的南傳佛教，和西藏的藏傳佛教其僧侶仍是被允許肉食的。康

樂指出，梁武帝對佛教飲食習慣的劇烈改造後，不殺生、慈悲等觀念已經和素食

完美地結合起來，不殺生戒對新素食觀的流行也扮演了啟動的角色，並且透過中

國的佛教僧團具體地呈現出來，對中國民間社會的說服力無疑是倍數的擴大。這

一點甚至影響了之後中國本土性的新興宗教，不管落實到什麼程度，許多新興宗

教無不高舉著「素食」這面大旗。而這些宗教的推波助瀾，又反過來強化了素食

在中國人心目中的地位。康樂強調說，對絕大多數的中國人而言，不管它是不是

佛教徒，素食的正當性幾乎是無可辯駁的（康樂 2001：150）。不殺生和慈悲等

觀念，也藉由國家的力量，與素食結合並流傳到現在。對台灣素食文化而言，這

些文化意義相當重要，關鍵地影響了台灣素食者對自身的認同。 

 

三、中國之素食菜系 

素食在中國不只擁有一定的地位，作為一種飲食方式，甚至成為了一個菜

系。所謂「菜系」，就是在選料、切配、烹飪等技藝方面，經過長期演變而自成

的體系。大約在唐宋之際，素食逐漸形成一個菜系，北宋時有專營素菜的店鋪，

《山家清供》、《茹草紀事》、《本心齋蔬食譜》，都是提倡素食的力作（王仁湘 

2001：40-41）。《山家清供》中以素食為中心，記載當時流傳的 104 個食品，其

中即出現了假煎肉、罌乳魚、素蒸鴨等以素托葷的名菜（陳詔 2004）。到了清代

的時候，素食已經形成寺院素食、宮廷素食和民間素食三個支系，風格各不相同。

宮廷素菜質量最高，清宮御膳房專設素局，能製作兩百多種素菜。寺院素菜則稱

「香積廚」，製作十分精細，甚至有些寺廟，除供應本寺僧徒的伙食以外，還對

外營業，其中一些還以素饌稱名於當時。《清稗類鈔‧寺廟庵觀之素饌》云：「寺

廟庵觀素饌之著稱於時者，京師為法源寺，鎮江為定慧寺，上海為白雲觀，杭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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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煙霞洞，又揚州南門外法海寺亦以精治餚饌聞。（王仁湘 2001：41，陳詔 2004：

106）」一直到現代，中國有些寺廟仍是以能作精緻的素菜為名的，如上海的玉佛

寺，名菜有素火腿、素燒雞、素烤鴨、紅梅蝦仁、銀菜鱔絲、翡翠蟹粉等。又如

重慶慈雲寺素菜，所有熱菜冷拼全取素料烹製，命以葷名（王仁湘 2001：42-43）。 

素菜葷做的技藝從唐代就開始了，如果放在以不殺生為念的佛教思考來

說，這當然是很奇怪的事情，如果主張不殺生，素菜仿擬葷食究竟有什麼意義？

王仁湘提出的解釋是一般想法中典型的代表。他指出「這種花樣素饌，可能是用

於滿足那些想吃又不敢吃葷食的佛教徒的」（王仁湘 2001：39）。不過，素食菜

系的發展，顯示素菜在中國並不只是宗教人士的飲食偏好，而是全民共享的飲食

習慣，上至皇帝下至一般老百姓，也許不是佛教徒也非素食者，都有素食的行為。

由於屬於普遍的飲食習慣，再加上「肉食」在中國本有「美食」和「豐盛」的意

義9，素菜葷做的出現也就不那麼令人感到奇怪了。素菜表現的形式，一直延續

到現在，台灣的素食食品中，彷葷製品佔有很重要的部份，但是這卻成為素食者

最常面臨的質疑之一：「既然吃素，又為何要吃素雞或是素鴉？根本是口素心不

素！」中國素食菜系的探討有助我們在之後的研究裡更進一歩釐清這個現象，並

作為葷素互動的背景參考。 

 

第四節  社會學角度的飲食研究 

飲食的討論橫跨自然與社會文化的領域，社會學為了要堅守自然與文化的

界線，卻可能因此將這種橫跨自然與社會文化兩端的議題推到邊緣。不過，飲食

絕對是社會文化展現的重要層面。人類透過食物獲得存活下去的營養，但人類所

選擇的食物，常常是可食動植物的一小部份而已。在這種情形下，人類如何分辨

何者可食何者不可食，就成了社會科學家很感興趣的問題，對飲食的偏好和避免

也常常被放在這個面向之下討論。Falk（as cited in Beardsworth and Keil 1997：51）

指出，分辨可吃與不可吃就是人類最基礎的區分形式，隨之產生了更多的二元對

立，如「我們」相對於「他們」、「裡面」相對於「外面」、「好」相對於「壞」、「自

然」相對於「文化」等等。區分可不可食除了營養的考量之外，還包括文化上的

考量，這也就是社會科學研究者進行詮釋和分析的焦點。Beardsworth and Keil

                                                 
9 子在齊聞韶，三月不知肉味，曰：「不圖為樂之至於斯也。」〈論語‧述而第七〉孔子在此以「肉

味」比擬音樂的美妙，肉食=美食的意義也就不言而喻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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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出，人類不只是吃營養，也是吃口味、吃意義和符號，這些元素共同形塑了人

類對食物的觀點 （Beardsworth and Keil 1997：51）。因此，飲食在某種程度上也

是實行社會區隔的工具。不好的飲食反映出經濟的弱勢；兒童的飲食反映出相對

於成人次等的地位；有的食物被歸類為女性的食物，另外一些則被認為是男性

的。若是從社會學家最關注的幾個面向來看，如階級、性別、年齡和種族，就越

能發現食物頻繁的演譯象徵符號以及進行社會的區隔。 

飲食同時也是社會化的展現。飲食的社會化始於斷奶之後，除了父母在孩

子小的時候教導小孩分辨可食或不可食的食物之外，隨著年齡的增長，父母也會

介紹給小孩越來越多的食物。對個人而言，除了父母之外，還有其他的組織或團

體也扮演飲食社會化的角色，如廣告商、大眾媒體、專業團體、國家機構、意識

形態和宗教活動等等。除了分辨食物和非食物，飲食社會化還包括如何適當的準

備食物、結合食物，還有在那兒或何時吃，以及跟誰吃。循著這個邏輯，飲食同

時也是人們表達個人或集體認同的工具。同時，相同飲食習慣的延續，展現了代

間的文化傳遞。不過，不論食慾、偏好或食物象徵都不必然是靜態的存在，個人

在其中可能會經歷重要的轉變。一個人一生中的營養工作本就會隨著生命歷程而

改變，從兒童、成人到老年，飲食的攝取方式和偏好都會跟著身體需要和文化期

待而改變。現代西方社會常常會產生新的食物關注，有時候是跟商業利益團體有

關，於是新的食物被形塑出來，使得個人不斷地經歷這種社會化，去擁有新的選

擇、實踐和信仰（Beardsworth and Keil 1997：50~56）。 

以上這些都是屬於社會學在飲食議題上的思考出發點。在既有的飲食研究

中，有不少也是依據這些想法而展開研究的。接下來將會依研究取徑的分類－功

能論、結構主義、發展論－來進行說明。不過，這些分類並不是彼此獨立互斥的。

本研究所參考的文獻中，對於分類的方式以及研究者被歸類的所在，都有些微的

差異，這表示分類之間具有的模糊地帶，以及研究者被歸類的困難。Beardsworth 

and Keil 還進一步指出，許多風格式的經驗研究，或是政策導向的研究，難以被

歸類在理論取徑作為區分的分類之中（Beardsworth and Keil 1997：56~57）。這些

是在文獻回顧之前，必須先加以說明的。在此對這些研究類型進行回顧，一方面

使本研究能夠對既有的飲食相關研究有更清晰的了解，另一方面，也能藉此思索

本研究在飲食社會學中可能扮演的角色，進一步來釐清研究問題的本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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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功能論將社會比擬成一個有機系統，因此功能論在飲食議題上常常從

幾個方向展開發問：生產、分配和消費如何組織，以及它們對整體社會系統的存

續做出什麼貢獻？食物分配和生產模式的社會功能是什麼？如何透過分配和消

費來傳遞以及增強社會關係？飲食的隱性功能和反功能是什麼？這些問題組成

了功能論飲食分析的主幹。功能論路徑的特色，就是關心飲食方式如何傳遞與符

號化一個社會關係的圖像。在社會人類學之中，許多研究都將功能論用來分析單

一地區或文化傳統的人們。例如 Malinowski 的學生 Audrey Richards 的研究，將

傳統人們的營養文化放在更寬廣的經濟範疇之中。食物和營養實踐的符號意義是

他不斷提及的主題。飲食在社會中具有重要的象徵意義，進行著維繫親族的關

係、義務責任和進行對等互惠的工作。Beardsworth and Keil 指出，雖然功能論的

觀點已經不是社會學分析的主流方式，但在其他的理論之中，常常隱含有功能論

的觀點（Beardsworth and Keil 1997：57~60）。 

結構主義者關注規則和習俗，以及食物被分類、準備和與其他東西結合的

形式。結構主義者認為，表面的規則被認為是深層結構的顯現，就像語言一樣。

如果我們能破解這個結構，我們就能了解人類心靈和社會的組成。在結構主義的

理論取徑中，最為人熟知的就是 Levi-Strauss 和 Mary Douglas。Levi-Strauss 藉由

生食和熟食來說明人類思考的普遍特徵。他在著作《生食與熟食》中提出著名的

「烹飪的三角形（culinary triangle）」，並在其中指出，生食與熟食的區分正是自

然與文化的區分，烹飪食物正是將自然轉化為文化。因此，透過文化的力量，生

食轉變成熟食，但又透過自然的力量，熟食腐敗，被回收利用。他還進一步詮釋

烹飪的方式，例如烤比較接近「生」（自然）的烹飪方法，但煙燻則比較接近文

化，煮則是接近於腐爛。Levi-Strauss 被人批評太過天馬行空，相較之下，Mary 

Douglas 的研究則比較具體，更接近每天的生活世界（Beardsworth and Keil 1997：

63）。Mary Douglas 認為，食物就像密碼，透過解開飲食的密碼，可以了解有關

社會事務或社會關係，例如階層、接納和排除，制訂邊界和橫跨邊界。她分析自

家的飲食系統，從早餐到睡前最後一杯酒，週一到週日，一年之中的各種假日或

特別的日子譬如婚禮的餐食，都呈現出有秩序的圖像。當餐（meal）與餐連結起

來，觀察它們的分類可以解碼社會行動。飲料是與陌生人、僅僅相識之人或工人

共享，但餐食只有跟家人、親密的朋友和榮譽的客人分享，一旦客人分享了餐點，

那便是跨越邊界的起始（Mennell et al. 1992：10）。雖然 Mary Douglas 使用結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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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觀點，但他從未失去真實世界的視野。即他視飲食為一種象徵、符號、溝通的

工具，以及生活必需的物質，是生理的且社會的事務。結構主義在 Levi-Strauss

之後是更講求多元，而更少談論普遍性的問題，普遍性也不是 Mary Douglas 所

追求的目標（Mennell et al. 1992：9-10）。Roland Barthes 是另外一個結構主義陣

營中的重要人物，他將焦點置於食物的廣告和烹飪的描寫。他認為食物是一種象

徵，食物組成訊息，被視為是溝通系統的符號，在語義學之中構成句法和文體，

而不是經驗的形式（Beardsworth and Keil 1997：63）。於是食物皆有指涉。對羅

蘭巴特來說，飲食是接觸生活中多面向的身體和心靈的核心。整體來說，結構主

義缺乏改變與歷史的視野，也很少說明這些結構的源頭。同時，就如同 Goody

所指出的，符號的分析是隨意和主觀的，而且不論是結構主義或是功能論都不能

進行檢證。即使如此，結構主義仍然成功地標示出某些主題，繼續形成後續的飲

食社會學分析（Goody 1982：29~33）。 

Stephen Mennell 是批判結構主義飲食研究最主要的研究者，他繼承了 Elias

「process-reducation」的分析方法，將「變遷」置於舞台的中央，比較英國和法

國的飲食，認為不論是飲食的口味或是餐食本身都受到 Elias 所說的文明發展的

影響。發展取徑認為若是要對當代文化形式做有價值的探索，必須要將過去的形

式納入計算，因此社會變遷就它的方向、過程和起源成為一個首要的焦點

（Beardsworth and Keil 1997：64~65）。Elias 與飲食研究相關最著名的橋段，就

是在《文明的進程》之中，分析餐桌禮儀的變化。他指出，文明的發展對個人而

言，是從外在的控制轉移到自我的內在監控，這個文明化的過程已經在西方持續

了好幾個世紀，影響了各方面的社會生活，包括吃。像厭食症和素食主義似乎都

適合用「飲食的文明化」來進行解釋。Jack Goody 是重要的專注於飲食研究的人

類學家，被歸類於發展的陣營之中，其研究主題是北迦納的飲食變遷，範圍不只

侷限在社會人類學，還討論到全球化的飲食體系（Beardsworth and Keil 1997： 

65）。飲食方式的改變涉及到全球的規模。Goody 關注「工業食物」（industrial food）

的發展。運輸與儲存方式的改變、機械化的生產模式，以及大規模的零售的方式，

都改變了現代的食物系統。另一位著名研究者 Mintz 則專注於糖在人類飲食當中

地位上的變化，他關心在全球的層次，糖的消費如何連結到政治和經濟的過程。

他指出，人類對糖的喜好看起來是與生俱來的，但事實上是由於經濟的利益、政

治力、營養需求和文化意義彼此交互而成就了糖今日在飲食中的地位（Mennell 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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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 1992：17~18）。這即是用發展取徑來解釋食物如何被重視與撿選的典型研究。 

有一些研究者不容易被歸類。人類學家 Harris Marvin 以研究飲食偏好聞

名，被形容成文化唯物主義者，Mennell 把他歸類在發展取徑之中。Harris Marvin

反對結構主義式的討論，認為在這種研究取徑之下，意義與飲食的連結是隨心所

欲沒有根據的。Levi-Strauss 認為食物適於思考（good to think），Harris Marvin

則認為食物適不適合思考取決於它是不是適合食用（good to eat），沒有人類團體

食用所有可以食用的動植物，全部都有偏好和厭惡，其中必然有所原因。他所選

擇的飲食偏好背後都有一連串重要的符號、道德和宗教基礎。但他傾向去證明這

些禁忌背後其實都有實用的意義，是一個社會想辦法要去適應其物質環境以及有

效的利用資源所致（Stephen Mennell et al. 1992：15）。他對於素食主義也有過評

價，認為素食只是人類社會中的少數現象，由於人類的「肉食渴望」，素食主義

永遠不會成為飲食的主流。Harris Marvin 將討論放在歷史的脈絡下面進行，所以

被歸類在發展的取徑中，但 Beardsworth and Keil 指出其中也有功能論的色彩

（Beardsworth and Keil 1997： 66）。另外，Claude Fischler 雖被 Mennell 等人歸

類在結構主義的取徑之下，但 Beardsworth and Keil 卻指出他發展取徑的特色。

因為利用涂爾幹的「失序」概念，來解釋飲食工業化所造成飲食的焦慮，他稱

做”gastro-anomy”。傳統的飲食規則已經崩潰了，這種狀態造成矛盾的激增，各

種力量（食品工業、廣告和國家）紛紛施予消費者不一致的壓力，也是在這種情

形下，gastro-anomy 產生的不確定和焦慮對個人多元認同造成了擾亂。現代食物

系統的文化面向對 Fischler 來說多是悲觀的。不過，他也指出有一些個人或集體

的力量想要去恢復飲食的實踐和食物意義的秩序。個人所採取的「減重的飲食」

或是「素食」都是試圖去恢復規範的邏輯（Beardsworth and Keil 1997： 67）。最

後，Beardsworth and Keil 指出，雖然現今的飲食研究，已經漸漸從生產的角度轉

移到消費的角度，不過，飲食消費不同於其他物品（例如車子）的消費。布希亞

即指出「慾望」作為一種消費的動力，本身是沒有極限的。但飲食不完全適用於

這種邏輯。首先，雖然我們吃進符號象徵，但我們同時也吃進物質和營養，這帶

來實際的滿足，是其他的物質沒有辦法給予的。因此在食物的構成上總是必須顧

慮到身體的需求。再者，雖然吃生蠔能代表身分地位、能增強自我的價值，但一

個人仍只能吃有限的量和有限的次數。在關照吃與食物的消費意識型態時，仍必

須能了解飲食的獨特性（Beardsworth and Keil 1997：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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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節  素食者的認同 

就如同族群、性別、宗教等等，飲食偏好也能形成論述，發展出區別和分

類的方式。素食並不是台灣特有的飲食現象，但是素食的論述和內涵，有地域

上的差異。本研究希望能藉由西方相關研究的文獻回顧，對比之後資料分析和

概念建立，以彰顯台灣素食者認同的獨特性。若是相較於其他國家，在台灣的

素食的行為可說是非常普遍。素食有其象徵意義，很多活動都會透過素食作為

行動的表現，藉此傳遞意義。例如想要吃「清淡」一點的人，可能會選擇今天

吃個素；家裡有喪事的人，藉由吃素來表現不享樂的哀悼；或是在神明前許下

了心願，透過吃素的方式來進行償還。不過，這些都只是「素食的行為」，而不

是對自己的身分有著認同，帶著這個身份生活的「素食者」。「素食者」這個稱

謂的本身，就牽涉到認同，對自己角色定位的論述，當我說「我是素食者」、「我

吃素」時，便在回答「我是誰」、「我為什麼在這個地方」、「我為什麼做這些事」。

背後也包含猜測他人的目光跟反應，以及建立自我行動的準則。為了區別「素

食的行為」與「素食者」，Evers 認為，文化意義和論述在其中是一個關鍵。如

果一個社會文化中沒有素食論述，就沒有「素食者」，如果沒有論述使這個行動

符號化，認同也無法被建構。 

談論「認同」（identity），先從「自我」（self）的概念說起。十七世紀時，

笛卡爾說「我思故我在」，將「心智」與「身體」二分，視自我是獨立的。到了

十九世紀晚期，涂爾幹則認為自我是社會的產物，在有機連帶的社會，個人的

認同將追隨所参與的經濟組織（Durkheim 1984）。Mead 則指出了自我並非單一

的觀點。Mead 認為，自我的產生與「他者」有所關聯，自我將他人的觀點內化，

藉由兩者的對話，個人得以完成社會的行動。他將自我區分成「主我（I）」和「客

我（Me）」，「主我」代表的是有機體對他人態度的反應，賦予個人自由與創造，

使個人能以獨特的方式面對情境做出反應。「客我」則是自我的社會層面，能夠

有組織的想像他人的態度，並且依據這層想像來調整自己對情境的反應。米德

用這樣的分類來說明個人行動如何協調自我和社會兩個層面。社會中的人們並

不存在著獨立的自我，自我是主體和社會協調過程的產物，這個觀點也成為符

號互動論的基礎（Mead 1934）。Goffman 進一步發展這個概念，認為自我發展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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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在過程中，隨著外在世界的變化而適應和調整，所以自我是流動的，不是固

定不變的（Goffman 1959）。 

Erikson 則以持續性來界定自我認同。我之所以為我，是因為我感到過去、

現在和未來的我，有一種連續的性質，因此這種連續性的感覺界定我的身分，

這是存在最基本的面向。這種連續感不只發生在個人身上，而且還被延伸到個

人所處的社群，因此，個人將同時感受到他自我的獨特性和共同性，也會感受

到社群的獨特性和共同性，這些元素將會形成他的認同（Erikson 1980）。拉岡的

「鏡中自我」則是直指核心的指出，人們透過鏡中的影像認識自己，當嬰兒第

一次從鏡子中辨認出自己時，他自我的概念才第一次浮現。對拉岡來說，一個

人發展認同，如同去學習在鏡中看起來的模樣，學習去形容自己和他人的影像。

他更進一步指出，透過談論我們自己，我們界定自我的認同以及與他人的關係。

所以認同是透過語言的選擇被定位和建構，而語言的選擇又來自生活空間的文

化意義，這些文化意義組成多元的聲音，表達不同的主體位置（Lacan 1977）。

到了傅柯，他指出認同過程中的權力關係。支配團體的有力論述總是界定了相

對的「他者」，這樣的觀點連結了認同政治，認為某些邊緣團體認同的建立能夠

用來對抗支配的過程（Foucault 1980）。Evers 即指出，在主流飲食文化的觀點下，

素食被視為一種「偏差」的飲食方式，素食者的認同，如同其他的邊緣團體：

生態、倫理、同性戀、女性的認同都被政治化，成為新的社會運動，同時也被

視為一種新型態的社會衝突。 

從「自我」的建立到「認同」的運作，理論家們希望去解釋個人在社會行

動的機制，個人如何看待自己跟他人的關係，如何回答「我是誰」。每一個人都

會面臨「我是誰」這個問題，每一次的表述自我，都在進行一種自我認同的定

位。對素食者來說，這個問題之所以會被召喚，是因為飲食在集體之中充滿了

共享的意義，每一次飲食，都在重現這種共享的集體意識。若是人們必須透過

生活空間中的文化意義來形成認同，進而作為行動指標的話，每一次飲食，素

食者都必須經歷這種認同再確立的過程，不斷地表達自己的飲食習慣，不斷地

說出持有這個飲食習慣的原因，甚或經常地，防禦自己的認同以抵抗主流飲食

的方式。透過認同的討論，恰恰能夠呈現出素食者內部認同，以及由認同所發

展出來的人際關係樣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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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vers（2001）從三個問題切入來分析素食者的認同： 

一、哪些形式和文化意義的結合被使用來傳遞和經驗素食的認同？ 

二、這些文化的意義在認同的過程中如何個人化？ 

三、在這個過程中，那些個人經驗會被強化、弱化或是改變素食者的認同？ 

Evers 列出三個主題，來回答這三個研究問題。第一個主題是「重新發現缺

席的指涉對象（recovering the absent referent）」。Charles Sanders Peirce（1839-1914）

認為，符號有三個元素，第一個元素是「表現」（representamen），就是我們看到

與聽到的，外在呈現的樣貌。第二次元素是「詮釋」（interpretant），是個人對「表

現」的主觀理解。第三個元素是「指涉對象」（referent），是連結「表現」和「詮

釋」的基礎。舉例來說，當消費者來到店裡，牛肉的包裝，店面的環境，產品

的模樣，這些元素結合起來成為「表現」（representamen）。對這個「表現」的理

解，以及這個「表現」在文化中的意義，就是「詮釋」（interpretant）。而牛的死

亡在此例子中就是「指涉對象」（referent）。Evers 指出，由於指涉對象的缺席，

肉類被連結至家庭的野餐、鄰居的烤肉、棒球賽、街坊的小販，是歡樂的假期。

很明顯地，肉變成一種快樂的東西，不帶有死亡的氣息。商業過程消除了「指

涉對象」，創造出快樂的連結來銷售肉類。死亡意識的失去，到快樂事物的聯繫，

Evers 的受訪者正是指出了這個過程，他們認為，假如用素食論述來了解肉的文

化意義，「指涉對象」將重新被發掘，進而擊破市場建立的幻象。每一口肉，都

讓消費者連結到動物的死亡。「重新發現缺席的指涉對象」有助於人們誠實面對

自己口中的食物，對 Evers 來說，這正幾乎是他所有的受訪者都傳遞出的訊息。

一般來說，「重新發現缺席的指涉對象」多半放在動物權的脈絡中討論，但是根

據 Evers 的研究，他的受訪者多將此事放在市場與銷售的脈絡下討論。也因為如

此，打獵這種行為，反而受到受訪者的認可，因為獵人誠實的面對肉類的來源，

沒有迴避動物死亡的問題，沒有讓「指涉對象」缺席。這種對比的存在也突顯

了，「重新發現缺席的指涉對象」並非是一種單純對於殺死動物所產生的憐憫行

為，而是有侷限性和方向性的文化意義。另外，「重新發現缺席的指涉對象」不

是一般素食者使用的辭彙，他們不會這樣表達自己對於素食的認同，只是提及

想法，察覺到運作的過程，而概念可以被統整在這樣的文化意義裡，素食者以

此來傳遞自身的素食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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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vers 舉了很多受訪者的例子，來說明素食文化意義個人化的過程。有的人

透過狩獵的過程，察覺到死亡與肉類飲食的連結，進而轉向支持素食論述，認

同自己素食者的身分。有的人因為蓄養寵物的關係，將「動物」與「肉類」視

作兩種不一樣的東西，但在一次意外之中，這兩者突然被連繫在一起，促成他

對素食的認同。Evers 指出，雖然受訪者處在不盡相同的文化之中，但是他們都

反映出相似的方向，而且可能來自於明確的經驗，或是家庭或參考團體的社會

化。這有助於個人化文化的意義，讓他們說出覆蓋在社會之下的真實，幫助他

們找到主體意識和協商認同。關於第三個問題，在這個過程中，那些個人經驗

會被強化、弱化或是改變素食者的認同？Evers 認為，「重新發現缺席的指涉對

象」是一項評估的基礎，擁有一個可評估的基礎強化了他們的認同。當素食者

接收並了解了這項主題之後，他們會將這個抽象的意義與自身的行為結合在一

起，進而強化了對素食者身分的認同。不過，即使認同被強化了，卻未必會使

得素食生活更輕鬆。舉例來說，從狩獵獲得肉是被大家認可的，但若吃被生產

出來的肉則是不道德的，對前者來說，殺戮的個人責任並沒有被考慮進吃肉的

經驗之中。而這樣的認知雖然強化了素食認同，實際上，衝突卻潛伏在其中，

但是，這些主題卻有助於素食者了解相對於他人的自我地位。 

第二個主題，個人化素食論述的連續過程。Evers 認為，個人會透過生活世

界中所能取得的文化意義或論述來建立自己的主體位置，使個人能夠相對於其

他人來談論自己。第二個主題即是在描述個人化文化意義的逐步過程。這個過

程 包 括 ：（ 1 ） 易 受 性 （ vulnerability ）；（ 2 ） 暴 露 （ exposure ）；（ 3 ） 實 驗

（experimentation）；（4）社會識別（social recognition）；（5）認同形成（identity 

formation）；（6）擴張（expansion）。一開始，個人會因為某種生命中的轉變過

程，或是其他的原因，使得自身對於新的文化意義抱持開放的態度。例如，有

些人移居到其他地方、讀大學、結婚、離婚、或健康問題等等。在此種轉變的

過程中，自我會進入重新協商的階段，端看當時暴露於何種文化論述之中，若

是個人認為這些意義可能會有幫助，他們會將之結合起來。結合的初始，個人

會十分謹慎和猶豫，於是進入實驗的階段，協商新的認同，此過程的轉戾點在

於，他人開始識別出自己的認同，以及主張被接受。「認同」是社會性的，沒有

他人的承認，認同便不會存在。透過符號互動，自我概念浮現起，個人的素食

者認同也於焉形成。雖然認同總是在過程中的，是一個連續、流動的狀態，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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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此時，被稱之為「結晶化」（crystallize）的階段，也就是認同逐漸成形。在逐

步穩固認同之後，便會進入擴張的時期，對其他素食主義相關的文化意義保持

開放的態度，從頭開始一個新的過程。Evers 發現，他的素食受訪者在進入第一

個階段前，就可能有一些相關的元素發生在他們早期的經驗裡。有的人曾參加

龐克搖滾樂團，接觸到反獨裁、動物權、環境保護等等思想，最後使他趨向素

食主義。但是當時他並沒有採用這些文化論述來協商自我的認同，一直等到他

離開原先的居住地去上大學為止。有的人在成長過程中，父親長期沉溺於菸酒，

因此導致他對於健康和快樂的渴望。當他聽到有關藉由飲食達到精神快樂的演

講時，他深深被裡面所擁有快樂和健康元素所吸引，因此運用這些文化意義來

協商自己的認同。 

個人經歷前兩個階段之後，進入實驗的過程，在社會互動裡試驗這些論述。

有的人一開始使用素食論述來表述自我時非常緊張，為了減少來自旁人的批

評，在表達上轉化譴責的字眼。例如，他會說自己「不吃肉」，而不說自己是「嚴

格素食者」。實驗階段的終止點在於感覺到他人的接受。有的人試驗素食者認同

的過程中，遭受來自朋友的阻礙，直到參加嚴格素食者團體之後，緊張的情緒

才獲得紓解，認同才得以進入被識別的階段。有的人雖然獲得周邊人的接納，

但是他們卻避免討論素食議題，直到他發現，別人在不用他提醒之下主動為他

準備素食餐點，他才感受到被真正的「接受」。到了「社會識別」的階段，會變

得難以回頭，因為他人已經接受你素食者的身分，期待你的行為和表達一致，

也不能理解你再吃肉的行為。到了這個階段，「結晶化」意味著將稍早的各階段

結合起來。一旦素食認同形成，個人會再對新的文化意義抱持開放，而繼續另

一段過程。有的人因為健康的理由開展素食認同，而當他的認同已經穩固了之

後，他開始接納心靈相關的論述，成為另外一種素食主義者，是與健康論述之

下的他是不同的，藉由擴張納入其他意義，深化其素食經驗，甚而轉變外在行

動。 

Evers 認為有六個文化意義來傳遞素食者認同。分別是：健康、精神、環境

保護、動物權、生態女性主義和重新發現缺席的指涉對象。最後一項是 Evers 透

過上個主題的探討所附加上去的。頭兩個意義關乎個人的成長，後四個意義則

朝向社會的責任和改變，個人如何取用這些意義是依賴於個人的生活經驗。透

過 Evers 的分析，意義的傳遞大致分成五個路徑：（1）強調個人成長；（2）強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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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責任；（3）結合個人成長和社會責任；（4）由個人成長轉變至社會責任；（5）

由社會責任轉變至個人成長。必須強調的是，在社會識別，也就是他人接受認

同的階段裡，所被接受的不是素食主義的主張，而是個人身為素食者的身分。

Evers 認為，關於素食這種認同，防禦戰爭不會持續不斷，如果一直能堅持其主

張的話，認同最終都能獲得接受。這點對強化認同也有幫助。另外，團體的支

持，周圍人的陪伴，也都有利於度過認同艱困期，強化其認同。在 Evers 的研究

裡，當強調社會責任的素食者意識到素食主義的商業化時，以及素食者被當成

一種「雅痞」的生活時，他們對於素食者的認同反而會被弱化，因為商業化會

影響他們共享抵抗和誠實的感覺。 

第三個主題是生活的奮鬥，主要談的是素食者認同對個人的賦權意義。

Evers 發現，「賦權」（empowerment）也是受訪者一致提起的主題。個人透過選

擇一種非主流或是非正式的行動，增進個人的自由感。受訪者藉由建構這些論

述，給他們力量去反抗現狀的認同。有的人選擇素食，是因為相信這樣的生活

方式有利於他的健康，幫助他去抵抗具有代表性、不健康的食物。一開始維持

新的生活方式是困難的，慢慢地就變得越來越簡單，而他若是越努力維持嚴格

的素食，他就越健康，越感覺自己變得有力量，最終，身體的利益與精神的論

述互相作用，給生活方式帶來新的意義，更加深了他被賦權的意識。另外，當

素食的精神論述聯結所有被忽視的生命（如：女人、小孩、動物）時，社會改

變的希望被展現在對虐待行為的覺察之上，創造了社會責任的強烈意識。素食

主義成為一種察覺的符號。因此，對他來說，素食主義是一種賦權，它代表脫

離虐待的共犯結構，轉而為社會公平正義效力。 

Evers 認為，「賦權」扮演傳達和經驗素食認同的角色，無論是連結社會批

判、反權威、改變社會、對抗父權，或是自我的控制，個人都有能動性（agency）

的展現。當文化意義被成功地個人化時，都有潛力使個人被賦權。如果素食生

活讓人抵抗社會結構的權力，使他們感覺自己更有力量，賦權就能強化素食者

認同，就算抵抗沒有導致社會的改變，仍然不會影響素食生活所帶給個人的能

動性，但如果素食變得很大眾化及商業化，將無可避免減低個人能動性和可控

制的感覺。 

Evers 分析蒐集的訪談資料，透過三個主題來說明他的三個研究問題。其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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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問題除了能幫助本研究有更清晰的視角來看待認同問題以外，Evers 所揭示認

同的個人化過程或是能動性等等議題，也對於理解台灣素食者的生活經驗上，

帶來深刻的啟示。 

 

第六節  素食者的人際互動 

西方的素食主義依照吃素的原因大致被分為兩類：道德素食和健康素食。

簡而言之，關於動物權或環境保護的素食理由就被歸類為道德素食，為了自身

身體健康者就歸類為健康素食。有研究者認為素食原因的差異，會造成行為上

以及態度上的差異（Rozin et al. 1997；Jabs et al. 1998）。兩者相比，道德素食

者會更厭惡「肉」，並且更無法忍受別人吃肉的行為，也會比較更關心別人是

否吃「肉」。當價值形成偏好時，並具有道德意涵時，違反的行為往往特別讓

人難以忍受。另一方面，道德素食者也會被要求提供更多且更細節的素食原因，

在餐桌上引起更多的爭論和挑戰（Rozin et al. 1997）。道德素食者通常也認為健

康是素食的另一個好處，但行為上並不在意。健康素食者卻會越來越在意相關

的道德問題，甚至不使用動物性的產品（Jabs et al. 1998）。不同素食的理由之

間可能會互相增強影響，當一個素食者因為某個素食理由而素食時，其他理由

的出現會使素食的這種行為更具正當性。此外，態度和行為常是不同步的，而

且兩者出現的次序往往是動態的、斷裂的。因此，素食者並非都是先贊同素食

的理由才開始素食，理由也可以是事後慢慢學習或是認知到的（Beardsworth and 

Keil 1992）。 

飲食習慣的轉變不只是個人生活方式改變了，他與周圍人的互動也隨即受

到影響。Beardsworth 與 Keil 在研究中討論的範圍包括父母與子女、婚姻、朋

友或同事。有的父母將子女對食物的拒絕當做對自己本身的拒絕，為了鞏固家

庭或保持家庭的認同，對這樣的飲食習慣轉變強烈的反對。對整個家庭來說，

飲食方式的改變可能使個人對家庭的忠貞遭到懷疑，尤其是在全家聚會的節日

（如聖誕節或感恩節），共餐又往往是重頭戲，衝突在此時會達到高峰

（Beardsworth and Keil 1992）。他同時指出，丈夫的口味會形塑家庭的飲食消

費。而即有女性受訪者表示，自己是因為配偶不贊同素食而卻步。在朋友之間，

有人會避免討論飲食的問題，因為怕自己被視為古怪的人，一個素食者若是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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趨積極，去傳播素食的理念，就會陷入一種福音傳播者的角色（Beardsworth and 

Keil 1992）。 

王瑤芬曾針對台南地區的素食者做過調查，吃素的動機主要是宗教信仰，

佔了二分之一強，其次才是人道觀念（14.6%）和健康美容養生（8.9%）。雖然

這只是地區性的調查，但是仍可以從中看出宗教的素食原因應該在台灣佔很大

的比重。不同的素食原因可能造成行為、態度和社會交往的差異。宗教的因素

更可能深深地影響了社會交往。以佛教來說，佛教的出世取向加上飲食習慣的

特殊性，兩者互相加強，是否會使親人更難以接受？在台灣，宗教的確不是素

食唯一的原因，但由於這個素食理由如此普及，是否使得所有的素食者在個人

實踐和社會交往時，不免都會受到影響？此外，飲食是台灣人家庭聚會或一般

社交極為重要的一環，我們常常會以「吃」作為一個活動的重頭戲或是高潮的

結尾，更別提食物在節慶上的意義。所有的節慶都有其食物代表，分享食物一

向都是重要的情感聯繫，在這種情形之下，對素食者來說，一旦改變了飲食習

慣，往往等於向他人宣佈退出分享的行列，這往往會導致與家人、配偶、朋友

的社會關係遭到考驗，並增加了衝突。這些過程和細節，都是在本研究中想要

處理的。 

另一方面，Kanter 的研究，也有助於我們了解素食者的處境，以及這個處

境可能會對素食者在人際互動所造成的影響。Kanter 曾經研究企業中的性別問

題，其中，他指出一個重要的概念。他認為女性在企業中的遭遇其實與他們的

個人特徵─性別無關，反而是跟他們的在企業中所佔的人數比例有關。也就是

說，女性在企業中遇到的所有孤立，被注目卻不被看重等等的問題，不是因為

他是女性，而是因為在企業中，男性的人數比例大大超越女性的緣故。這種情

況也被認為是一種樣板主義（Tokenism）。Tokenism 點出一種會發生在少數群體

（minority）身上的規則。少數群體可能是 Kanter 提及的在男性眾多企業中的女

性，或是在白人群中的黑人。比起多數團體（majority）的成員來說，少數團體

成員的不同被強調，被認為是「異國情調」或「富有魅力」的。於是，Kanter

稱這些少數族群的成員為「樣板」（token）。他指出，任何人數比例的傾斜，

都能夠產生相似的處境和遭遇，當人數比例開始轉變的時候，這些社會經驗也

會隨之開始轉變。Kanter 認為，要產生類似的主題，其人數比大約介於 85：15

的狀態，這種團體被稱為傾斜團體（skewed group）。在這種比例的情況下，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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流團體會產生優勢，如果整體太小的話，少數團體成員也可能只有一位到兩位，

但是一定會存在。樣板（token）的存在會產生三個傾向：能見度、對照、同化。

首先，樣板（token）能見度太高，會受到更多注意。而其他多數團體成員則被

視為類似的，在這種情況之下，樣板（token）的位置會更被突顯。第二，對照

會帶來兩極化及擴大分歧。在整體成員都是單一族群的狀態下，成員本身不容

易產生相對於其他族群的自我意識，一切都被認為是理所當然、不證自明的。

但是當有樣板（token）的存在，就支持了社會角色的不同形式，促成了多數團

體成員的意識。他們會更意識到自身與少數群體成員的差異，並傾向去擴大差

異，樹立邊界。第三，同化。透過刻板印象的使用，樣板（token）很容易扭曲

自身去符合一般的認知，這件事情有時候非常容易達成，也容易造成樣板（token）

難以展現個人的獨特性，以及非刻板印象的角色。 

以上的三種傾向促使少數團體成員有著表演的壓力，他們的存在被過分的

強調，而且背負著高度的刻板印象。同時，對照導致了主流文化邊界的增強，

使得樣板（token）的角色被孤立。同化則是造成角色概括的壓力。對少數團體

成員來說，可見度意味著不論正面或是負面都容易成為焦點，這導致行動自由

受限，於是他們會傾向隱藏自己，不要讓自己受到注意。另外，他們很容易成

為自身所屬團體的代表。以 Kanter 研究下的女性為例，不論他自身的感覺如何，

在他出席的場合，他都會被要求發表女性觀點，或代替公司中的女性發言。另

外，女性不用努力工作，他們就會得到注意，但是他必須加倍努力工作，才會

得到對他成就的注意。在這種情況下，表演壓力想必是倍增的，女性必須讓他

們的專業技巧非常顯著來證明自己的能力。諷刺地是，女性也不能讓自己看起

來過於傑出，不能太積極，也不能不積極，否則容易招致報復。樣板（token）

的身分既可能壓抑女性，也可能被女性操作來獲得優勢。有時，女性會企圖去

縮小他們的性別歸因，避免衝突和爭論，或是扮演背景的角色，將男性推往可

見的前台，藉此來控制表演的壓力。 

在對照之下，主流團體成員樹立邊界來區隔自身與少數團體成員。樣板

（token）的存在不會侵蝕主流文化，相反的，反而強調了主流文化。有女性存

在的場合，男性的表現會不同於只有男性存在的場合，他們會更強調他們的男

子氣概，誇大他們與女性的差異，女性在這種場合中會感覺孤立和不舒服。樣

板（token）甚至會被期待要展現對主流團體的忠誠，如果失敗了，會遭到更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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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步的孤立。為了要展現忠誠，樣板（token）可能會背叛自己的團體成員，或

是允許自己成為被幽默的對象，他們必須隱藏自己的不滿意或是渴望。對樣板

（token）來說，他們常常會基於互動的需要，而不能盡情地展現自我。人數上

的差異讓樣板（token）在接受主流支配文化的時候沒有什麼選擇，少數的 token

會發展出反文化或是內團體文化。樣板（token）會有兩種回應，一種是接受孤

立，形成友善但疏離的關係，或是試圖去變成主流團體的局內人，藉由定義自

己是例外，背叛所屬團體，來展現忠誠。 

樣板（token）無時無刻不在跟刻板印象奮戰，而他們被壓縮進一個有限的

角色之中，因為這樣一來，有利於支配團體成員，他們比較能夠知道如何跟樣

板（token）進行互動。以女性而言，雖然想要有更具挑戰性和成長的工作，但

是卻常常被困在「女性的職位」中，他們必須小心平衡女性的符號和專業工作。

角色的固化讓樣板（token）傾向各種保守的作風和低風險的回應，而這又限制

了改變的可能。因為接受刻板印象比較簡單，對抗它比較難，即使接受意味著

限縮表達範圍。 

對 Kanter 來說，造成以上所有互動過程最重要的因素，就是多數團體跟少

數團體人數比例上的傾斜，而非行動者本有的特質。這樣的視角也許有利於觀

察台灣素食者與葷食者的互動方式。在台灣，不論是素食者的實際人數比例，

或是常見的素食者所遭遇的共餐場合，都非常符合 Kanter 所指出的，對樣板

（token）成立的形容。因此，素食者作為一個少數（minority），似乎呼應了 Kanter

對於樣板（token）處境和人際關係地位的詮釋。比較有趣的是，Kanter 的研究對

象─女性，是一種天生的特質，而素食者則是藉由自身的意願而進行的飲食偏

好，多了選擇的過程，是否可能會加強對抗主流團體成員，而減低被困在角色

刻板印象中的可能性與程度，這留待後面探討。 

 

第七節  重要名詞定義 

一、素食主義與素食文化 

素食主義的研究往往一開始就要面對分類的問題；如何將複雜的信仰和行

動上的表現分類成不同的素食主義類型。在分類之前必須先有明確的認知：不能



 35

期待「素食主義」（Vegetarianism）具有單一的概念，不論是以中文或是英文的

脈絡來看，情況都差不多。本文在講述「素食主義」時，其中包涵了中西文化對

「素食主義」的理解，因為討論的主軸是台灣的素食文化，而依目前研究者粗淺

的判斷，台灣的素食文化同時接收了這兩方面的影響，所以在討論時，也會從兩

方面相關文獻進行檢閱。 

以中文字面來看，「素」這個字具有「白色」、「無色」、「空」、「清」、的意

義，有「清高」、「廉潔」、「貞潔」、「肅敬」、「質樸」的象徵涵意。素食在中國文

化中也常常被稱為「齋食」、「蔬食」或「菜食」。「齋」在以前的佛教典籍裡並無

「素食」的意思，本意是清靜，後來轉指佛教過午不食之法。遵守這項規定稱作

「持齋」，在這段時間及法會期間吃的食物稱作「齋食」。在梁武帝還未規範僧人

素食之前，這種特殊期間的飲食就已經不供應酒和肉，等到梁武帝斷酒戒肉，僧

人的日常飲食都已經素食之後，「齋食」慢慢地就成了「素食」的同義字，所以

常常會聽人說「吃齋念佛」（凃宗呈，2005：84-93）。中文以「素食」與「葷食」

作為對立的兩面，但「葷食」除了指動物性食品之外，也泛指蔥蒜、韭菜類的植

物性食物。這據說是梁武帝之後，特別是到唐朝時，才發展出來的規範（陳詔 

2001：104）。因此一般來說，中文裡的「素食」不只排除動物性食物，也包括蔥

蒜、韭菜類的食物，而動物性食物中的蛋類或奶類，或是植物中的酒類，則是處

於彈性的灰色地帶。不論在東方或西方，素食的界定大致是基於「不殺生」或「利

於修行」兩方面的考量。 

1847 年 9 月 30 日，Joseph Brotherton 在英國素食協會的會議上，首次提出

了「vegetarian」這個詞。根據牛津英文辭典解釋，「vegetarian」這個詞是「vegetable」

加上「arian」不規則變化而來的，不過一般素食者認為，「vegearian」是源自拉

丁文「vegetus」，意思是「完整、健全、新鮮、活力」，這使得素食不只是以蔬菜

做為飲食的一種飲食方式而已，而且還是一種生活方式、一種價值（素食星球網

站 2006）。英文中的「vegetarian」比較像是一種食物偏好，對於只吃禽肉或是

海鮮類的人，也會稱其為 pesco vegetarian（魚素者）、pollovegetarian（禽素者）。

吃肉（特別是吃紅肉的人）則被稱做「meat eater」。不過，對因動物權觀點而素

食的道德素食者而言，十分不能接受這樣的說法。Adams 就認為，如果這些也能

稱之為素食，那素食主義的理念也就不存在了（Adams 2006）。因此，在英文裡

還有另一個字”vegan”，指的是嚴格的素食者或是嚴格的素食行為，除了不吃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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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外，連帶也拒絕所有的動物性食品，如奶製品、蛋，甚至蜂蜜，有些 vegan person

也會拒絕相關的日用品，如皮鞋或是皮草，或是在製作過程中有使用到動物性工

具的產品。這些行為往往已經超出了「食」的範疇，遍及生活的各個層面。 

在王瑤芬的研究裡，其「素食」綜合了中西的定義，因此食用魚肉、禽肉

也能被當作是一種「素食」（王瑤芬 2003：6）。不過，此定義無視於台灣素食文

化的現實。根據研究者的了解，不食用動物的肉，包括魚類、昆蟲、畜肉、禽類，

或是螃蟹貝殼這一類的東西，是台灣社會對「素食」行為最基礎的要求，由於宗

教的關係，即便是某些植物類的食物，在台灣也會被歸類進入「葷食」的概念，

因此在本研究中，將會以不食用上述的各種食物作為討論素食行為的立基點。另

外，從素食的食物呈現到素食的原因，延伸到素食的歷史與傳統，與其背後哲學

和概念的邏輯，都包含在本研究所稱之的「素食文化」中。之所以稱之為素食「文

化」，是希望「素食」可被視為是一種價值觀與生活方式的整體表現形式。素食

主義簡單來說，素食主義就是一種不吃肉的飲食方式，素食主義之所以被深化，

發展成論，站在素食者的角度，是為了抵抗主流視「殺死動物，食其肉」為理所

當然的看法。為了要與其區辨，並取得素食的正當性，以及進一步擴大、爭取素

食者的生存，所以形成一連串的抗辯。因此，素食論述的內涵，不只是為了要呈

現此種飲食方式，更是為了要批判原先的飲食方式，進而批判飲食方式背後的意

識型態。 

 

二、素食者與素食族群 

除了以食物的範圍訂立標準之外，本研究也將時間的面向納入討論。台灣

的素食文化中，有早齋、還願和許願的習俗。有一些人早上才吃素，其他時間照

常吃葷。有的人因為跟神明之間的約定，所以在有限的時間中吃素，為期幾個月

或幾年。因此，本研究將區分「素食者」跟「素食的行為」。上面提到的屬於素

食的行為，卻不能算是素食者，素食者已經將素食作為其飲食的準則，在一開始

進行的時候並沒有時間上的終止點。素食的行為則可以任意地進行跟終止，也許

只是一餐，也許只是一天，也許只是新奇好玩，或跟隨流行或陪伴朋友，所以才

嚐試素食。若是以時間的角度來看，這樣的素食行為與早齋或是還願很類似。但

若是以目的來論，兩者當然不同，雖然早齋或還願這樣的素食行為的確是台灣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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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文化的一種現象，但是本研究在這裡並不預備處理這樣的類型。因為本研究認

定，有限的素食實踐在立場上就與完全的素食者有所差異，而飲食習慣變化所造

成的精神上與外顯意義上的強度也有本質上的差異，對一個早齋素食者或是還願

素食者來說，其社會關係所受到的衝擊與完全素食者是無法相提並論的。因此，

本研究將素食者定義於實踐長期與常態性的素食行為，且在時間上沒有設定終止

點的人。 

除了限定素食者的素食行為之外，還要必要進一步釐清素食者與素食族群

之間的關聯。如果我們將素食作為一種生活方式和價值觀，那實踐這套生活方式

或價值觀的人，就是素食者。由於素食不單是一種飲食偏好實踐，還附帶了一連

串的符號意義，因此「素食者」也牽涉到認同的問題，人們如何認同自己是一個

素食者？在西方，人們會自稱「vegetarian」，意指我不但吃素，也認同某種素食

主義的概念。但依研究者在本研究的初步發現，台灣的素食者，由於深受宗教的

影響，因此其認同建立的基礎主要是指向宗教本身，素食作為一種認同的標的反

而沒有那麼普遍。這個觀察是否具有普遍性，可能還需要進一步搜集資料。但從

另外一個角度也許能解釋這個粗淺的觀察，那就是素食族群的出現。素食者不必

然有共同體的概念，但單純以素食為理由而集結團體，「我群」的概念在近十年

來已經漸漸明確。英國在 1847 年成立西方第一個俗世的素食主義組織，美國素

食協會則在 1850 年時成立（Fox 2005：22）。不過，素食作為一種社群主題在現

今的台灣，仍然算是非常稀少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