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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基督教之罪？ 

 

1967 年，中古科技史家林懷特（Lynn White, Jr.）在《科

學》期刊發表了〈生態危機之歷史根源〉一文，指出當今世

界所面臨之生態危機根源可追溯至中世紀之基督教思維對西

方科技傳統之影響，而基督教傳統中之人類中心思想、人類

與自然之二元對立與工具性態度，正造就了人類當今所面臨

的嚴重生態危機。1林懷特一文，引起廣泛討論，並持續成為

生態倫理與神學界的辯論焦點。 

時至七○年代，當動物解放運動繼各類民權與環保運動

興起時，人類對動物之壓迫與剝削根源，再度成為探索主題。

林懷特歸咎基督教這論點，廣泛延續；此一看法，更因基督

教會於動物運動中之普遍缺席或甚至採敵對立場而強化。彼

得辛格於《動物解放》，即不客氣地將箭頭指向猶太/基督教

傳統，認為這傳統中唯有人類乃依神之形象創造，且唯有人

類具有靈魂與理性等說法，皆造就了其人類中心思想，合理

化了人類千年來對動物之利用與殘酷，更構成了今日動物解

                                                   
1  Lynn White, ‘The historical roots of our ecological crisis,’ 

Science, 155 (1967), pp. 1203-7. 



放運動之阻力。2 哈佛法學院的史蒂芬懷斯在《憤怒的獸籠》

中，亦指猶太基督教傳統〈創世紀〉中的「眾生序列」（The great 

chain of being）概念，將人類地位乃至利益高高排在動物之

上，造就一個對動物不友善的傳統，而直至達爾文之演化論

來臨，才掃除了這有害的基督教階層觀。 3 這「達爾文驅散

千年基督教黑暗勢力，帶來人獸平等之福音」的簡化歷史解

釋，亦是動物運動圈中對動物思想發展的標準敘述。 4 不論

其功過，基督教在動物運動中並未得到正面評價。 

此外，宗教於西方動物運動中亦往往有意無意被排擠而

邊緣化，這牽涉到宗教角色之變遷與動物運動本身之屬性。

世俗化後的二十世紀以降，基督教於西方世界不論是對政

治、公共事務或社會道德之影響，皆已逐漸式微，在強調理

性、專業與信仰自由之年代，宗教及其道德被認為只屬於私

領域，不應涉入公共事務。於是在有關動物倫理規範之討論

中，宗教觀點亦被歸為一方之見，其道德原則僅適用其信仰

者。 

其次，與台灣的愛心媽媽現象類似，西方運動中居多數的

女性及其激烈抗議，往往讓反對者將動物運動者醜化為一群濫

情、情緒化卻缺乏理性思考的愛護動物人士。或出於策略，或

                                                   
2  Peter Singer, Animal Liberation (London: Pimlico, 2nd ed., 1995), 

pp. 189-212. 
3  Steven M. Wise, Rattling the Cage: Towards Legal Rights for 

Animals (London: Profile Books, 2001), pp. 10-22.  
4  對此觀點之批判，參閱 Rod Preece, ‘Darwinism, Christianity, 

and the great vivisection debate,’ Journal of the History of Ideas, 
64: 3 (2003), pp. 399-419; Rod Preece, Brute Souls, Happy 
Beasts and Evolution: The Historical Status of Animals (Toronto: 
UBC Press, 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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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於信念，運動主流亦傾向強調運動之理性基礎之重要性，並

刻意壓抑各種情緒與情感的表現。比如西方運動兩名思想主

將，彼得辛格與湯姆睿根，皆於其早期著作中，貶抑所謂的「愛

動物」，強調憑藉理性所得之道德結論才是運動所唯一應仰賴 

與鼓勵的。九○年代後，雖有許多女性主義聲音批判運動中理

性主義掛帥的局面，但卻難以改變理性思維支配的局面。5 在

這理性與感情、分析與想像力、科學與人文仍被刻意對立與區

隔之狀況下，運動排斥了真實情感、人性關愛本質及想像式文

學，同時也否定了宗教情感與信仰表現。 

此外，在這個宗教普遍被貶抑的年代與運動中，即使連

許多運動者亦無知於基督教在動物運動之興起中所扮演的正

面且關鍵性角色。西方之動保運動，並非如一般敘述所言，

興起於二十世紀之七、八○年代，而是更早前的十九世紀。

在這虔誠且政教尚未完全分離的年代，基督教不但是多數動

保者所虔信之宗教，基督教教義亦提供了運動動員上所需之

各項思想資源與論述基礎，許多教會神職人員，亦扮演運動

中重要的領導角色。以英國為例，運動在十九世紀所獲取之

進展，包括全世界最早的動保法與管制動物實驗之法令，皆

可歸功於基督教傳統之助。6

                                                   
5  參閱 Josephine Donovan, ‘Animal rights and feminist theory,’ in 

Josephine. Donovan and Carol J. Adams eds., Beyond Animal 
Rights: A Feminist Caring Ethic for the Treatment of Animals 
(New York: Continuum, 1996), pp. 34-59.  

6  參閱 Chien-hui Li, ‘A union of Christianity, humanity and 
philanthropy: the Christian tradition and the prevention of cruelty 
to animals in nineteenth-century England,’ Society and Animals 8: 
3 (2000), pp. 265-85. 



但是即使這類正面貢獻，亦多被今日運動者遺忘或甚至

扭曲。比如說，曾任英國「皇家防止虐待動物協會」秘書長

的李查瑞德（Richard Ryder）曾為神學博士翰菲力普利馬特

（Humphry Primatt）所寫的《憐憫的職責》（The Duty of 

Mercy；1776）二十世紀新版寫導論。這本書乃以基督教觀點

出發，強調基督徒憐憫善待動物之職責，於十九世紀被「皇

家防止虐待動物協會」尊為其思想基石。但是李查瑞德是這

麼說的：「他［作者］將他所欲傳達的訊息，披上當時年代流

行的神學裝扮，並以可觀的聖經引證來支援其論點，這類講

道（這書的後四分之三或許是取自作者講道辭）與其說是型

構了本書基礎，不如說是裝飾了他的主題。」 7 這是合等偏

頗的呈現啊。一個徹頭徹尾立基於基督教精神，引用基督教

經典，充斥著宗教熱情的一個基督教重要文獻，在當代運動

者眼中，其基督教元素，不過被貶抑為「裝扮」、「裝飾」，「迎

合流行」。這或許是一種實質上的偏見與誤解，也可能是一種

去宗教策略，以求其論點廣為普羅大眾所接受，不管如何，

這正是過去半世紀以來運動中普遍存在的一種對宗教的態

度。而這也是我們討論安德魯林基教授思想所不得忽略的脈

絡。 

  

二、安德魯．林基之思想 

 

林基教授為英國聖公會牧師，目前任職牛津大學，擔任

                                                   
7  H. Primatt, The Duty of Mercy and the Sin of Cruelty to Brute Animals 

(Fontwell, Sussex, 1992; originally published in 1776), p. 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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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國際動物福利基金」（IFAW）所贊助設立的世界第一位

「神學與動物福利」資深研究員職位。林基三十多年來學術

與運動上的參與，已使得他成為西方運動中最著名的基督教

代表，以及當代所逐漸成形之「動物神學」領域的重要神學

家。三十年前，當林基發表其《動物權：基督教之評估》（1976）

一書時，神學界在動物議題上的討論仍是一片荒蕪，時至今

日，透過林基教授的開創性努力，「動物神學」已由一陌生詞

彙，成為神學與倫理學中一重要領域。8  

三十多年來，林基教授對此領域發展上的貢獻，主要分

為三方面，一為對傳統神學之檢討，二為發掘基督教珍貴傳

統，三為正面建立系統性動物神學。 

林基對神學傳統的批判，最早可見於《動物權》。在此書

中，他不避諱地質疑基督教會向來不把動物視為正當的道德

關懷對象以及神學中強烈的人類優越中心意識。他亦指出基

督教中工具主義、人類中心主義和二元思考等傾向，促使基

督教文明普遍對動物處境漠不關心。這類論點雖非新說，但

卻是教會界首度對教會及神學對動物之漠視與殘酷所提出之

嚴肅檢討。此書立即在宗教界引起廣泛討論和兩極反應：有

人稱讚是教會早該出現的聲音，亦有人以洪水猛獸視之。林

基本人更是收到了無數讀者反應或抗議。在宗教界尚普遍缺

席的新興動物解放運動中，林基適時站出，成為唯一的基督

教界為動物福利發言的第一人。 

林基往後持續所關注的，不僅是動物的悲慘處境，更是

長久以來人類與神學所面臨之困境。林基指出，神學正統向

                                                   
8  林基著作書目，請參閱書末附錄。 



來所關注的只是人神問題，如人類與神的盟約、人對神之律

法的服從、人的罪惡、人的救贖等以「人類」為中心的主題。

在這一切以「人」為萬物準則的思考支配下，其他受造物完

全被摒除在神學思考之外，有關創造之討論，也幾乎成了一

門人類學。這不但貶低了神學，窄化了神之視界、正義與關

懷，更導致人類自大與自我崇拜。有關動物的神學思考，正

可糾正人類的過度褊狹，尋回對神的完整認識。而且，唯有

當神學願意將眼光擴展至整體受造界，理解其他創造物在神

眼中也同樣具有不可抹滅的內在價值，明白神之正義與仁慈

並不止於人類，人們也才有可能脫離長期盤據神學的「人本

主義」，回歸以「神」為中心的創造觀。這也是林基向來所強

調的動物解放、人類解放與神學解放三者間之關聯性。 

往後除了持續對主流神學之檢討，林基亦朝往正面思想

建構努力。他認為，將箭頭指向基督教兩千年的傳統雖然容

易，但對基督徒更重要的工作，並不是負面排斥與責難，而

是由基督教豐富傳統中求取正面洞察。儘管主流教會甚少將

動物視為具有道德地位、值得關切的對象，教會與神學在歷

史上卻不乏正面典範。林基有意識地從事的一項基本工作，

即是神學思想方面的發掘與重建。如他所指出：「基督徒繼承

了有關動物之神學想像的豐富傳統……但危險的是，如果他

們將自己與過去的想像切斷，他們的未來也將因之貧乏。」9 

林基指出神學傳統中有許多可以擴充人們對動物之同情式理

解、產生欣賞與讚美、並提昇憐憫的思想資產。這些珍貴元

                                                   
9  Andrew Linzey and Dan Cohn-Sherbok, After Noah (London: 

Mowbray, 1997), p. 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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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除了在基督教正典中可尋，亦可在西元二至九世紀間所

流傳的許多非正典的啟示性文學尋得。這之中包含了我們所

熟知的聖徒故事如聖方濟將動物視為弟兄姊妹，以及許多

東、西方聖徒視動物為親、與動物為友或助動物脫險、或讚

美動物美德的文學。這些民間「傳說」儘管為正統所排斥，

但林基認為，它們實際上不但往往展現了豐沛的信心與想像

力，描繪出與萬物合好的理想，體現了基督與受苦生命同哭

泣的博愛精神，而且更是基督信仰關切動物的最好見證，是

後人不可輕忽的珍貴資產。 

發掘與重建之外，林基更進一步依據其中之正面洞察，

發展出一套有系統的動物神學。其作品如《基督教與動物

權》、《動物神學》與《挪亞之後》皆是此方面的嘗試。透過

這些作品，我們大致可以歸納出林基動物神學體系中依據的

三組聖經中的主要概念：I. 統管；II. 創造與盟約；III. 博愛

典範。 

 

I. 統管 
 

神就賜福給他們，又對他們說：「要生養眾多，遍滿地

面，治理這地；也要管理海裏的魚、空中的鳥，和地上

各樣行動的活物。」（創世紀 1：28） 

 

在過去，聖經中所授與人的管理（或管家）權柄

（stewardship），幾乎一律被解釋為「統治」（dominion），或

甚至是「獨裁」（despotism）。如牛津大學神學家吉斯渥德



（Keith Ward）對創世紀的解釋即認為人類因享有統管之權

柄，因此對於動物有如「神」之地位，萬物也因此該「服事」

人類。10 這也是普遍對聖經之解釋，亦是被用以合理化人類

對動物之食用與種種利用與濫用的最常見說法。但是林基及

其後許多聖經學者所不斷探討的，則是神所授與人的這個權

柄本質究竟是什麼？在林基看來，這不該是個孤立、不受道

德約束的關係，而應受基督論引導。他認為，人既受託看顧

所有活物，即該揣摩神之旨意，並且效法基督之精神。此受

託之管理職責，不應違背正義、慈愛等基督教基本精神，而

是必須充分掌握基督的統管本質，也就是那最高的要服事低

的，那為首的要為人後，或甚至為之捨身。唯有以基督之統

管為榜樣，我們才能真正善盡神所授與人類掌管並服侍萬物

的職任，而不致曲解與濫用。如林基在《動物福音》中所言：

「對我們而言，那最重要的真理就是：這世界不是我們的，

這是上帝的世界。我們被安置在這世上不是要當主人，而是

要做為神之道德旨意的管理人和僕人。我們的使命是要關愛

這世界，輕柔地踏在這片土地上，並時時惦記這世界並不屬

於我們。」 

 

II.「創造」與「盟約」  
 

神曉諭挪亞和他的兒子說：「我與你們和你們的後裔立

約，並與你們這裏的一切活物，就是飛鳥、畜生、走獸，

                                                   
10  參閱 Linzey, Animal Theology (London: SCM Press, 1994), p. 

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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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從方舟裏出來的活物立約。」（創世紀 9：8-10） 

 

統管關係之外，林基亦指出，人與動物另一層神學上的

重大關係乃源自「共同起源」以及萬物與神所結締之「盟約」

兩概念。人雖然在神的眼中有著特殊的地位，但是論究根本，

人與動物乃同屬，因為他們共同為神所創造，同享起源，亦

同被納入神之救贖計畫。神並未將人以外之受造物摒除在祂

的計畫之外，所有的受造物皆為神所眷顧。如〈詩篇〉145：

9 所言：「耶和華善待萬民，他的慈悲覆庇他一切所造的」。

在造物主之計畫，人與動物之命運更是合一無法分割的。聖

經中多處亦顯示，人與動物亦是共同承受神之祝福以及神之

憤怒與審判的。 11 林基引用卡爾巴特對此概念之詮釋：「人

類的救贖與沉淪、歡喜與悲傷，皆反映在動物環境和同伴的

禍福上……動物將與人類共同參與盟約，分享這允諾，還有

籠罩這允諾的咒詛。」12 藉此盟約概念，林基指出了人類與

動物禍福與共與合好共處之理想境界。 

基於創造與盟約之概念，在神眼中，所有活物皆重要且

美好，並具有內在價值，基於此，林基提出了其學說中另一

重要概念，即「神所賦予之權利」（theos-rights）。這個權利，

並非建立在世俗的權利與義務履行關係上，而是單純來自神

之授與。因為對神而言，所有受造物都有內在價值，同被納

入神之慈愛盟約，故也有不應受到侵犯的、來自神的權利。

                                                   
11  參閱 Linzey and Cohn-Sherbok, After Noah, p. 22. 
12  Karl Barth, Church Dogmatics, iii/1, p. 78.  Quoted in Linzey, 

Animal Theology, p. 35. 



林基指出，今日教會已普遍認可並使用「人權」之概念，以

促進上帝國度之實現，故也無理由排斥動物所被同樣賦予的

權利。然而，林基亦承認，做為一種目的性語言，此一「神

所賦予之權利」並非完整的唯一的或絕對必要的概念，而其

中所假設的人與動物間的「平等」以及「平等考量」的原則，

亦是其概念上之不足處。因此，林基提出了其動物神學中最

為核心的概念──「寬愛典範」。 

 

III.寬愛典範（Generosity paradigm） 
 

林基承認，權利論雖強調平等之利益考量，但仍無法徹

底實踐一個立基於基督精神的人與動物關係。他因此進一步

闡揚基督之博愛精神，作為實踐上之典範。此一基督論想法

建立在兩項基本認識，即「動物如基督般的無辜受難」，以及

「人類如基督般服事弱者的道德義務」。由於動物的無辜、脆

弱與弱勢，我們更需以寬大博愛的胸襟，以及更甚於平等的

自我犧牲態度，來服事照顧牠們。而基督徒若嚮往基督精神，

願與基督同工，自當與備受壓迫、無人關懷的動物族群站在

一起，效仿耶穌在世所立下的關懷弱勢之典範。林基並藉助

兒童之例，指出動物與兒童同樣的脆弱與無辜，故我們必須

優先給予道德考量。此一基督論為林基動物神學之核心想

法，其精神亦貫穿其《動物福音》。如他於其中所言：「我相

信，對那最弱小者所承受如基督般的痛苦之能否感同身受，

是追隨基督者最大的考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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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現實之挑戰 

 

與生態神學、婦女神學、黑人神學等基進神學類似，動

物神學對現實帶有強烈的關懷與批判。她希望反省過去少為

人所注意的人與動物的關係，並帶動思想與現實的改造。林

基之動物神學亦是如此。它迫使人們重新擴充對神與動物生

命之完整認識，並協助人們理解動物乃具有感受能力、內在

價值並將與人類共享生命之同伴，而並非神創造來供人類使

用的資源、商品或物品。而在這個人類對動物壓迫無所不在

的現實當中，我們若要認真對待此一觀點，則無可避免地必

得牽涉到社會與個人生活中之重大改變。 

但是有別於世俗倫理體系，林基所提出的並非一套所有

人都必須遵守之道德準則。他藉由神學概念之闡釋，描繪出

人與動物和平相處之宗教遠景，並期許人們逐步促進這遠景

的來臨。他強調夢想、想像力與信仰之力量，透過想像，我

們將可見到聖經所應允的萬物和平相處之新世界，透過真實

之信仰，我們更能獲得實踐之勇氣。接納動物、關懷動物，

對林基而言，並非單純牽涉行為與技術面，而首先是一場靈

性探索，讓人們學習以倫理的眼光，欣賞所有動物的生命，

重新理解神之計畫，並透過這根本靈性之啟蒙，讓生活與生

命產生改變。 

相對於純粹透過理性達致之倫理法則，林基之神學觀點

有著更寬容的人性深度，當中認知了人性之脆弱、道德純粹

性之不可能，以及現實改革必經之緩慢歷程。基於這些深刻



認識，林基儘管認為種種人類行為如肉食、狩獵、動物實驗、

基因改造工程等，都與基督教之理想不容，但是在實際做法

上，他卻倡導漸進式的改革主義，期盼人們在生活當中逐漸

遠離對動物之傷害與殘酷。因為他深刻認識沒有任何人類重

大改革是可以一蹴而就的，更沒有人在這對動物剝削已根深

蒂固、盤根錯節的社會當中，可能保有任何道德的純粹性。

這類的強調，不但具有現實指導效應，更能夠糾正當代動物

運動中自以為是、不容妥協、充滿怨恨的部分現狀。在實際

改革方式上，林基強調多方面改革齊頭並進之重要，如立法、

教育、學術探討、消費者運動等。針對教會與基督徒，林基

並進一步期許教會能透過崇拜、福音和事工這些領域的改

造，來協助這整體靈性的轉變與福音的實踐。這些在《動物

福音》第二部分，皆有完整討論。 

 

四、一個個人的聲音 

 

《動物福音》是一本幾乎不須導讀的書，相信任何人隨

手拾起都可能為其吸引與震盪。當學者競相以艱澀耀人，林

基卻以著最平實直接的語言，道出其信仰與思想成果，引領

讀者透過想像力的激發，重新擴充人們對神與萬物的理解。 

 更難能可貴地，除了論理，林基一切文字更是發自他內

心深刻的信仰。如他所言，「這書道出了我的挫折、我的痛苦、

我的悲傷，以及最重要的是，道出了我心裏最深的信念」。透

過這本書，讀者可以對林基個人有更深刻的理解，明白其學

說並非存在學術象牙塔之一隅，而是如何與其生命結合，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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係著他在過去三十年來於教會、於社會，以及於跨國際之動

物運動中的多重參予，及其中個人所付出的代價。 

薩伊德在《知識份子論》中談到知識份子的角色時提到，

當他閱讀沙特或是羅素作品時，讓他最為印象深刻的，並非

他們的論點，而是他們非常個人式的、發自真實信仰的聲音

與存在。這些人，薩伊德說，不會被誤以為是面目模糊的辦

公人員，或是瞻前顧後的的官僚；他們在大眾注視下，有著

清楚的身分與清晰的輪廓，他們堅定卻也冒著風險，他們大

膽卻也容易受傷害。13 這描述用在林基身上，似乎格外貼切。 

作為一名神學家與運動者，林基享有盛名，也象徵了基

督教界對動物的良心。2001 年，林基因其「在『創造神學』

領域特殊且重大的開創性貢獻—特別是有關具有感受能力之

受造物的權利與福利方面」，接受了由坎特伯利大主教所頒授

的榮譽神學博士。這是聖公會所能授與神學家的最高榮譽，

也是教會史上首度肯定與動物福利相關的學術成就。此類肯

定，或許可以讓我們片刻間瞥見希望。但是面對宗教於社會

及運動中之邊緣化，面對神學界及教會界仍難撼動之主流傳

統，以及更廣泛的人類對動物無所不在之剝削，林基的路相

信仍然漫長艱困。 

至於林基一路走來所散發的熱情與勇氣，無須溢美，這

是一個知識份子自有的內在特質，而基督徒更會敬重此一信

仰展現，但無論如何，也正因為林基之動物神學是如此個人、

真實且根植於其信仰之聲音，不管我們是否同意其論點，他

                                                   
13  Edward W. Said, Representations of the Intellectual: the 1993 

Reith Lectures (London: Vintage, 1994), p. 10. 



也將是我們不容忽視且也必將持續衝撞時代的聲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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