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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海大學社會學系 

一○○學年度第一學期 

大學部選修課程 

授課教師：李晏佐 

課程時間：星期四 09:10-12:00 

E-mail：d96550002@thu.edu.tw 

我們需要的是一個空的籠子，

是完全廢除。 

Tom Regan 

 

動物權利論爭 

Animal Rights Debate 
 

一、課程旨趣 

動物，是否僅是會動之「物」？ 

 

英文「animal」一詞最早可追溯至印歐語系的字根 ane-，指「吹、呼吸」之意， 後在

拉丁文中的 anima、animus、animalis、animale 則指「呼吸、會呼吸的生命體、靈魂」。1990

年，修改過後的德國《民法典》規定「動物非物」：認定動物爲「生命」（beings），而非

「物」（things）。既然牠（而非它）是生命而非物，那麼動物是否應該具有與人同等的權

利？或即使同為生命，但性質相異、等級有差、範疇有別，人與動物終究不能一概而論？動

物是生命，但也僅只是牲畜？ 

 

在我們所生存的世界中，除了人類的存在之外，時常必須仰賴動物提供飲食、促進健

康、撫慰情緒、增添娛樂，換言之，人類的生存幾乎無法迴避動物，牠們與我們的生活緊密

相連。那麼，為什麼我們從來不思考動物對我們的意義？換言之，人類 對社會，不可能將

人類之外的動物排除在外，正如 Donna Haraway 所言：「我們擦亮一 動物鏡子來尋找自

我。」（We polish an animal mirror to look for ourselves.） 

 

倘若可以說，從 John Rawls 的《正義論》（A Theory of Justice，1971 年）出版之後，

正義成為政治哲學的關鍵議題，但論辯的焦點始終仍停留在「人」，而非「動物」。那麼，或

許正是藉由 Peter Singer 於 1975 年出版的《動物解放》（Animal Liberation）一書，主張

「一切動物均為平等」，才使得「動物權利」終於獲得政治哲學的關注，成為現代社會不可

迴避的重要議題。 

 

然而，「動物權利」論辯是政治哲學的專利（應用倫理學之一），還是社會學也應不惶多

讓，介入此一思辯議題？從思維對象（內容）來看，社會學說社會學的研究對象是人與人的

關係，而不在乎諸如星相運轉的態勢，或許也不需要在乎動物；但若從思維方式（形式）來

看，社會學提供的是一種關聯個人與社會的想像力（C. Wright Mills 語），倘若養寵物、放

生、食肉、穿戴皮製品、逛動物園、野狗、動物保育、打獵這些事情在社會上見怪不怪，那

麼社會學有什麼理由不介入？本課程正是提供一個進入此一思辯議題的管道，在課程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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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將盡可能提供各種議題的相關討論：流浪動物，動物園及野生公園、動物表演、工廠式

畜牧業、醫藥實驗、皮草、素食理念、野生動物保育、狩獵、寵物等等。 

 

在本課程中，我們將研讀 Tom Regan 與 Carl Cohen 的論辯之作：《動物權利論爭》，透

過「捍衛」與「質疑」動物權利的正反兩方對立觀點之論辯，讓課程參與者熟悉此一議題的

各種爭議，由此做為理解相關社會現象的基礎。 

 

二、課程要求 

本課程無期中考與期末考。課程共有三項要求：【撰寫格式可參考本課程綱要附件一撰寫格式可參考本課程綱要附件一撰寫格式可參考本課程綱要附件一撰寫格式可參考本課程綱要附件一】 

1. memo 或文本提問（50％％％％），二選一二選一二選一二選一： 

（1） 針對該週文本進行研讀整理，內容宜包括文本主旨、論述脈絡、關鍵概念闡釋、讀後

心得、質疑與評論、延伸比較等，做為課堂討論的基礎。以組為單位，不需要摘要文

本內容，以 A4 一頁約 1000 字為限，並於當週課堂繳交紙本。 

（2） 本課程期待參與討論，而課堂討論情況則有賴於提問的有效引導，因此要求課程參與

者針對每週文本內容進行提問（負責導言週次除外）。提問組須於課堂上繳交問題綱

要，以組為單位，不需要摘要文本內容，每週準備三個問題，且須清楚交代問題出

處，以利於課堂上提問，內容約 500 字。於課堂提問者於課堂提問者於課堂提問者於課堂提問者，，，，可隨時加分可隨時加分可隨時加分可隨時加分。 

2. 課程導言（30％％％％）：每組至少負責導言一次，並於導言結束後針對各組提出的問題進行

答 與帶領討論，必要時由授課教師從旁協助。導言時間與方式不限，但須提供導言大

綱給所有課程參與者。 

3. 課堂參與（20％％％％）：依出、缺席狀況（缺席次數不得超過三次），以及各項表現而定。 

! 自選加分機制（5-10％％％％）： 

（1） 課程心得：針對一整個學期以來的學習經驗和感受撰寫心得，或是對於本課程的相關

建議，於第十七週繳交； 

（2） 專題報告：針對本課程相關議題，進行資料整理與專題報告（諸如台灣的動物保護

法、台灣的動保團體或社團、動物戀、人獸交、該不該吃素食等等），並與授課教師

討論過後於課堂呈現； 

（3） 寵物生命史：製作個人或家庭的寵物生命史，並於課堂呈現； 

（4） 寵物在地地圖：製作台中縣市寵物在地地圖，蒐羅各種相關資訊，亦可給予優劣評價

（餐廳、遊樂場、社團、例行活動等等）。 

 

三、主要研讀文本 

# Regan, Tom（湯姆•雷根）、Cohen, Carl（卡 •科亨）著／楊通進、江婭譯：動物權

利論爭。北京：中國政法大學，2005。 

 

四、參考書目 

$ Bekoff, Marc（馬克•貝克夫）等／錢永祥、彭淮棟、陳真等譯：動物權與動物福利小

百科。臺北縣新店市：桂冠，2002。 

$ Francione, Gary L.（弗蘭西恩）／張守東、劉耳譯：動物權利導論：孩子與狗之間。北

京：中國政法大學，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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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ussbaum, Martha C.（努斯鮑姆）／徐子婷、楊雅婷、何景榮譯：正義的界限：殘障、

全球正義與動物正義。臺北縣永和市：韋伯文化國際，2008。 

$ Regan, Tom（睿根）／莽萍、馬天杰譯：打開牢籠： 對動物權利的挑戰。北京：中國

政法大學，2005。 

$ Singer, Peter（彼得•辛格）、Regen, Tom（湯姆•雷根）主編／曾建平、代峰譯：動物

權利與人類義務（第 2 版）。北京：北京大學，2010。 

$ Singer, Peter（彼得•辛格）／孟祥森、錢永祥譯：動物解放。臺北市：關懷生命協會，

1996。 

$ Spedding, Colin（斯伯丁）／崔衛國譯：動物福利。北京：中國政法大學，2005。 

$ 何春蕤編著：動物戀網頁事件簿。桃園縣中壢市：中樣大學性／別研究室，2006。 

$ 曹菡艾：動物非物：動物法在西方。北京：法律，2007。 

$ 莽萍、徐雪莉編：為動物立法：東亞動物福利法律匯編。北京：中國政法大學，2004。 

$ 費昌勇：動物倫理與公共政策。臺北市：臺灣商務，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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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課程進度 

週次 日期 主題與閱讀文本 

1 0915 課程說明與工作分配 

暖身暖身暖身暖身 

「西方思想史中的動物」與「兩種立場」 

2 0922 % 影片欣賞——「血色海灣」（The Cove）【91min.】 

3 0929 

% 西方思想史中的動物 

Singer, Peter（彼得•辛格）、Regen, Tom（湯姆•雷根）主編／曾建平、

代峰譯：動物權利與人類義務（第 2 版）。北京：北京大學，2010，頁 3-39

〔＝第一部分 西方思想史中的動物〕。 

4 1006 

% 兩種立場：功利主義和義務論 

Singer, Peter（彼得•辛格）著／陳瑞麟譯：所有的動物都是平等的；

Regan, Tom（湯姆•雷根）著／張忠宏譯：關於動物權利的激進平等主張。收

錄於 Pojman, Loius P.（路易斯•波伊曼）編著／張忠宏等譯：為動物說話：動

物權利的爭議。臺北市：桂冠，1997，頁 27-47；69-86。 

《《《《動物權利論爭動物權利論爭動物權利論爭動物權利論爭》》》》 

第一部分：為動物權利辯護 

5 1013 
$ 第一章 從冷漠到辯護；第二章 對動物的剝削；第三章 權利的性質及

其重要性（頁 3-49） 

6 1020 $ 第四章 間接義務論；第五章 直接義務論（頁 50-106） 

7 1027 $ 第六章 人的權利；第七章 動物權利（頁 107-165） 

8 1103 
$ 第八章 動物使用的道德問題；第九章 動物實驗的事實背景；第十章 

權利與利益；第十一章 如果動物擁有權利（頁 169-206） 

9 1110 期中考週（停課） 

第二部分：為利用動物辯護 

10 1117 % 影片欣賞——「地球上的生靈」（Earthlings）【95 min.】 

11 1124 
$ 第十二章 為什麼動物不擁有權利；第十三章 為什麼人們會誤以為動物

擁有權利？（頁 207-263） 

12 1201 
$ 第十四章 物種的道德不平等性；第十五章 反對使用動物的不真實的科

學論據（頁 264-302） 

13 1208 
$ 第十六章 動物實驗有什麼好處；第十七章 已證實的使用動物研究的成

就（頁 303-363） 

第三部分：對湯姆•雷根的回答 

第四部份：對卡 •科亨的回答 

14 1215 $ 對湯姆•雷根的回答（本周閱讀頁 367-398） 

15 1222 $ 對湯姆•雷根的回答（本周閱讀頁 399-430） 

16 1229 $ 對卡 •科亨的回答（本周閱讀頁 433-485） 

17 0105 $ 對卡 •科亨的回答（本周閱讀頁 485-519） 

18 0112 期末考週（停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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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撰寫格式範例】 

 

課程名稱：動物權利論爭 

授課教師：李晏佐 

撰 寫 人：ＸＸＸ（xxxxxx／X年級 X班／e-mail） 

ＸＸＸ（xxxxxx／X年級 X班／e-mail） 

ＸＸＸ（xxxxxx／X年級 X班／e-mail） 

日  期：2011 年 X 月 X 日 

研讀文本：Singer, Peter（彼得•辛格）、Regen, Tom（湯姆•雷根）主編／曾建平、代峰

譯：動物權利與人類義務（第 2 版）。北京：北京大學，2010，頁 3-39〔＝第一部分 西方

思想史中的動物〕。 

 

正文注意事項 

$ 字型樣式及大小需統一； 

$ 標點符號依規定使用，中英夾雜出現之文章段落標點符號使用全形； 

$ 文長兩頁以上加註頁碼； 

$ 列印後勿再加註手寫補充； 

$ 裝訂方式：左上角訂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