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倫理的臉：當代藝術與華文小說中的動物符號

當代藝術需要納入動物倫理的思考嗎？

2017年 10月，紐約古根漢美術館（Guggenheim Museum）

的一場中國當代藝術展：「1989後的藝術與中國─世界劇場」

（Art and China After 1989—Theater of the World），因民眾連署

抗議而將孫原、彭禹《犬勿近》（Dogs That Cannot Touch Each 

Other , 2003）、黃永砅《世界劇場》（Theater of the World , 1993）

及徐冰《一個轉換案例的研究》（A Case Study of Transference , 

1994）3件作品，以安全遭受威脅之理由，於開展前撤下。儘管

藝術創作因引發爭議而撤展並非首例，但古根漢的做法仍令許多

藝術家及博物館感到不滿，認為此舉將造成連鎖效應。巴德學院

策展研究中心（Center for Curatorial Studies at Bard College）的

常務主任湯姆．埃克爾斯（Tom Eccles）的看法即為代表：「博

物館的存在是為了展出深奧難懂、令人不適和有爭議的作品的，

此事的寒蟬效應必然是博物館現在希望舉辦無論如何都不會令人

不適的展出。」1

先不論藝術是否一定要「深奧難懂」，「令人不適和有爭議」

的作品更不只限於使用動物，無論身體、性別、種族⋯⋯，藝術

許多時候都可能在這些面向上觸及敏感議題。但此一案例凸顯出

的，卻不僅是對「何謂藝術」的論辯，而是如果我們將藝術視為

一種對話的可能，那麼當動物倫理與創作自由交鋒，其間所發生

1　參見 Robin Pogrebin、Sopan Deb：〈言論自由 vs. 動物權益：爭議中的古

根海姆〉，《紐約時報中文網》，2017/09/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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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價值衝撞，將能帶領我們觀察人與動物的關係是如何隨著時代、

環境與社會觀念之變化逐漸發生移轉。易言之，隨著動物權益的

概念慢慢開始受到重視，動物元素（尤其活體動物）在藝術中的

使用，會被以較高標準進行檢核，而這些檢核顯然不能一律以「少

數『動保人士』用自己的高道德標準干預藝術創作」視之─畢

竟該次連署最後有超過 79萬的人簽名響應 2，若無視這些連署人

口背後必然的歧異性，恐怕只是自欺。

當代藝術在創作時需要納入動物倫理的思考嗎？答案或許言

人人殊。但如果我們先納入這樣的選項，標準又該是什麼？就成

為值得進一步探問的複雜問題。以前述 3位藝術家遭撤展的作品

而言，它們涉及的動物利用，在程度上和形式上其實有所差異：

其中《世界劇場》直接展示活體動物，將各種昆蟲、蛇、龜等生

物置入密閉空間中使其自生自滅；《犬勿近》是事先將比特犬以

短鍊栓在跑步機上，兩兩一組面對面，在長達 7分鐘的影像紀錄

中，觀眾將會看到牠們如何跑得筋疲力盡，卻無法接觸彼此；《一

個轉換案例的研究》同樣以影像呈現，是徐冰將兩隻豬身上分別

轉印其自創的「天書」與羅馬文字後，讓觀眾在旁觀看豬隻交配

過程的紀錄。若我們用不同的倫理觀進行檢核，這些作品是否構

成「動物虐待」，就有可能得出不同的答案。

當代討論動物倫理的兩種最重要主張，分別是以傑瑞米．邊

沁（Jeremy Bentham）和彼得．辛格（Peter Singer）為代表的動

2　參見龍緣之：〈虐待動物有何藝術價值？―談古根漢美術館撤展爭議〉，

《鳴人堂》，2017/1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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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福利論（animal welfare），與湯姆．雷根（Tom Regan）為代

表的動物權利論（animal rights）3。動物福利的觀點，主要是基

於效益主義（utilitarianism）的哲學觀 4，邊沁將動物列入道德考

量的關鍵，在於動物具有感知痛苦（suffer）的能力，他主張：

「問題不在於『牠們能推理嗎？』，也不是『牠們能說話嗎？』，

而是『牠們會感受到痛苦嗎？』」5不過由於動物福利的立論觀

點，是基於人類不可能完全避免動物利用的前提進行道德考量，

因此在效益主義的概念下，產生最少痛苦，「人道」對待動物為

其主要目標，而非完全禁絕動物利用。至於何謂「人道」或如何

考量動物福利，則有幾種不同的評估原則，包括強調動物的感覺

（feel），因此應免於動物處於過長與過度的疼痛、恐懼、飢餓等

狀態；滿足動物的生物性功能，能正常生長和繁衍；以及強調自

然的生存方式（natural living），要能生活在合理的自然環境中，

發展其天生的適應能力 6。

主張動物權利的代表人物則為湯姆．雷根（Tom Regan），

3 本段有關動物福利之介紹，整理自筆者《牠鄉何處？城市．動物與文學》

（臺北：新學林出版，2017），頁 10-12。
4 效益主義又譯為實效主義，近來亦有哲學家主張應將實效主義改稱為「深度

的實用主義」，更能近其務實、彈性，且具有折衷妥協的開放性之特質。見

約書亞．格林（Joshua Greene）著，高忠義譯：《道德部落：道德爭議無處不

在，該如何建立對話、凝聚共識？》（臺北：商周出版，2015），頁 29。
5 彼得．辛格（Peter Singer）著，孟祥森、錢永祥譯：《動物解放》（臺北：

社團法人中華民國關懷生命協會，1996），頁 46。
6 馬克．貝考夫（Marc Mekoff）著，錢永祥、彭准棟、陳真譯：《動物權

與動物福利小百科》（臺北：桂冠出版，2002），頁 58-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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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根主張道德權利的核心在於「生命主體」（subject-of-a-life），

動物若能對外在世界有所感知、對周遭發生的事有所意識、並且

無論他人在意與否，會在意自己身上發生的事，就是生命主體，

而所有生命主體都應和人一樣擁有權利。在此標準下，他認為至

少所有的脊椎動物都是生命主體 7。既然如此：

當我們了解人類如何剝削動物之後，就應該以中止剝削

來承認動物具有權利，而非僅只於改善現狀。光是善待

動物是不夠的，光是避免殘暴對待動物也是不夠的。不

論我們為了吃、穿、娛樂還是探索而剝削動物，動物權

利的真正含意是：讓牢籠消失，而非將牢籠變大。8

雷根的論證中，其實牽涉到如何判斷「生命主體」的問題，

他在論述時由哺乳動物出發、進而推至鳥類與魚類，但他也同時

承認，「我關心的對象是所有的動物，但為了避免爭論無限擴大，

我打算以最不受爭議的兩類動物：哺乳動物和鳥類，來縮限結論

範圍」9。為何要將魚類及無脊椎動物納入人類道德思考的範圍如

此困難？伊曼紐爾．列維納斯（Emmanuel Levinas）的倫理哲學

提供了一個可能的答案，他主張人與他者的倫理關係，是由人類

的「臉」（face; visage，亦有學者譯為「面貌」）所展現。哪些

動物對我們而言是有「臉」的？多數人應該會承認貓、狗是有臉

7 參見湯姆．雷根（Tom Regan）著，陳若華、林云也譯：《打破牢籠》（臺

北：社團法人中華民國關懷生命協會，2016），頁 71-81。
8 同前註，頁 10。
9 同前註，頁 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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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我們可以輕易辨別自家的同伴動物；豬、牛、羊對某些人來

說可能長得一模一樣，但對於那些將牠們納入道德對象的人而言

則未必如此 10；那麼魚和蛇呢？牠們有臉嗎？其實列維納斯自己

的答案也頗模稜兩可：「我不敢說在哪時候你有權利被稱為『面

貌』。人類的面貌是完全不同的，而只有在那成立之後我們才發

現某隻動物的面貌。我不知道一條蛇是否有面貌。」但基本上他

仍認為「我們不能完全拒絕動物的面貌。透過面貌我們才瞭解（譬

如說）狗」11。

至此，我們可以簡單歸納，思考動物倫理時的兩個關鍵，首

先是將動物納入道德考量的對象，但許多動物在現行的法律與社

會中，仍然是被排除的 12；其次則是當我們承認動物具有道德地位

或擁有道德權利，我們的目標是認為應該打破牢籠或改善牢籠？

回到前述古根漢的案例，我們就不難瞭解為何這 3個分據當代藝

術中動物利用不同光譜位置的作品，以部分動保人士的觀點來看，

10 雷根在書中曾舉一個令人印象深刻之例：某次在以關注農場動物聞名的藝

術家蘇．科（Sue Coe）的作品展中，「庇護農場」的創辦人羅莉．包斯

頓對著某幅版畫流淚喊出：「是希望！」蘇．科回答：「是的，總是有希

望的。」羅莉．包斯頓反駁說：「我說的是這隻豬，他的名字叫做希望。

他跟我們住在一起。」後來發現，蘇．科作品中的那隻豬確實是參考希望

的照片畫上去的，那幅作品中還有無數的豬，但羅莉．包斯頓一眼認出了

她獨一無二的朋友希望。同前註，頁 136。
11　見梁孫傑：〈要不要臉？―列維納斯倫理內的動物性〉，收錄於賴俊雄：

《他者哲學：回歸列維納斯》（臺北：麥田出版，2009），頁 242-245。
12　以臺灣的《動物保護法》為例，第 3 條第 1 款將「動物」定義為：「指犬、

貓及其他人為飼養或管領之脊椎動物，包括經濟動物、實驗動物、寵物及

其他動物。」在此定義下，無脊椎動物以及無「人為管領」的脊椎動物，

均不在保護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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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是毫無疑問的「動物虐待」13，因為使用動物進行藝術展演本

身，就已經違反了動物權利。

但若我們進一步檢視這些作品造成的傷害程度，《世界劇場》

是直接造成展覽動物死亡；《犬勿近》則以非自然的狀況（沒有

狗會自己去跑跑步機），造成犬隻在數分鐘之內高速運動，亦對

動物的生理狀態直接造成不適與痛苦；《一個轉換案例的研究》

嚴格來說在展覽過程中未造成動物直接的傷害，因此需要評估的

部分則是展覽前豬隻的來源，與展後的處理／對待方式─但這

個部分卻是過往的藝術展覽通常不會向觀者交代的。進而言之，

以動物福利的眼光來看，展示的空間、方式、時間長短、運輸過

程，以及展後的照顧，都是整體考量的一環。但以動物權利的標

準而言，所有藝術中的動物利用都該禁絕 14，此一主張的利弊何

13　動保人士看待此展覽的態度與立場，可以龍緣之：〈虐待動物有何藝術價

值？—談古根漢美術館撤展爭議〉一文為例，文中主張三者皆為動物虐

待。以並未直接造成豬隻在展覽過程中死亡或受傷的徐冰作品而言，她認

為讓豬隻交配的行徑，「實與一般展演強迫動物忍受飢餓、鞭打或用火驚

嚇等，在長期的高強度（虐待式）訓練上，令動物作出取悅觀眾的動作—

動物奇觀—沒有什麼差異」。

14　動物權與動物福利的觀點，看待藝術中動物利用的態度之差異，可從

2017 年底美國藝術 Joseph Grazi 在紐約舉辦的展覽 Prehysteria 為例。在該

次展覽中，他使用了 140 個透明飼養箱，鑲嵌在地磚裡，每一格各放置了

一隻小白鼠。觀眾在參觀時，將直接走在這些由地磚和飼養箱組成的展廳

地板上，此一展示方式立刻引起民眾抗議虐待動物。藝術家主張他意欲探

討人對動物的恐懼，以及對待動物的多重標準―白鼠在被當成寵物蛇的

飼料時，無人抗議殘忍，但放在美術館中就被抗議。其後兔子救援組織

Hopalong Hollow 介入，協助藝術家改善展示條件，並公開送養，最後白

鼠被全數領養，避免展覽結束後再次成為飼料鼠的命運。此一案例涉及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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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正是本書第 1章將進一步申論的。

簡言之，若將所有涉及動物利用的藝術作品「一視同仁」冠

以動物虐待之名，很可能在一開始就阻斷對話與改變的契機，並

簡化了藝術作品背後從形式、動機、手法與最後傳遞出的訊息之

間，種種複雜而不見得一致的部分。因此，筆者在本書中，將以

較接近「新福利論」（new welfarism）的觀點進行討論。新福利

論是接受動物利用的當下事實，以改善動物福祉為前提，但最終

的目標仍希望動物能被視為生命主體尊重。亦即不否定動物權與

動物福利任何一方的主張：「認為動物權利乃是一種理想事態，

唯有不斷落實動物福利措施，方能實現。⋯⋯動物權利是長期目

標，動物福利則是近程目標。」15事實上，就算主張全面廢止動物

利用的雷根，也清楚認知到要推倒動物壓迫的高牆，不可能一蹴

而成，而是「一次拿掉一塊磚，直到那面牆崩塌」16。

另方面，錢永祥教授曾提到，倫理學雖是在特定的範圍內進

行思考（受到我們存在本身的條件限制，人的存在本身很難完全

免於動物利用），但與其論辯某些動物或植物是否符合道德考量

的標準，不如將重點放在我們的道德意識、道德要求上。舉例而

言：蟑螂身上不必具有甚麼「道德意義」來說服我們不應用某些

面向的動物倫理議題，在此先不細論。但動物救援組織 Hopalong Hollow
的做法，即為以動物福利評估動物利用的典型案例。參見沈敏怡：〈【有

片】美藝術家活鼠當藝術品　網民怒轟殘忍　動保組織卻支持？〉，《香

港 01》，2017/11/19。
15　《動物權與動物福利小百科》，頁 48。
16　《打破牢籠》，頁 2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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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式對待蟑螂，而是我身為一個人，某些虐待的方式本來就不應

為之。如同目前多數的倫理討論仍將植物排除在外，但大部分的

人仍會同意毫無理由地胡亂砍樹是不妥的，這不見得是因為我們

認為植物感知到痛苦（有道德／倫理上的意義），而是回歸到我

們認為人應該是甚麼？我身上的倫理特質是甚麼？換言之，胡亂

砍樹是道德缺陷，而不見得是砍樹有倫理上的意義 17。雖然每個人

對於「人是甚麼？人身上的倫理特質又是甚麼？」依然會有不同

的答案，但其觀點的重要性在於，它跳脫了「證明哪些動物可納

入道德範圍」的循環，而是將眼光放置在更核心的：我們如何對

待動物？這亦是本書在思考倫理議題時念茲在茲之問題。

進而言之，動物元素的出現造成撤展爭議，有時並不見得是

基於關注動物權益，反倒是動物本身造成了某種「冒犯」。中國湖

北省博物館的「這就是非洲─喻惠平非洲攝影作品公益展」爭

議，恰好與古根漢發生撤展的時間相仿。這個因為並置了同樣張著

嘴的黑猩猩與黑人男孩、獅子與黑人男子等相片，引發種族歧視之

批評而將部分作品撤下的事件 18，可以讓我們從不同角度看出動物

元素在藝術或影像中的使用之所以受到質疑，根本的原因仍來自於

在漫長的歷史脈絡下，人對動物的想像與看法究竟為何。

17　錢永祥教授的觀點，係整理自他在 2018 年 7 月 28 日參與由臺大永齡關懷

生命愛護動物專案、弘誓文教基金會、動物當代思潮、關懷生命協會主辦，

挺挺網絡社會企業執行之「台灣青年動保論壇― 2018 寫手營」部分演

講及問答內容。

18　可參見：法新社，嚴思祺譯：〈引發歧視爭議 湖北博物館撤下爭議照片〉，

《MSN 新聞》，2017/10/13；徐尉晉：〈【影像熱話】將非洲人與動物並

列 武漢《這就是非洲》相展惹爭議〉，《香港 01》，2017/1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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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這就是非洲」的展覽中，這一系列被歸為《相由心生．

面孔》的照片，涉及爭議的理由並非來自影像本身，而是「並置」

的作法所造成的類比感。如同其中一位抗議者的說法：「如你看

到非洲人歷史，如你看到種族歧視的歷史，我們曾被稱作猩猩。

對我們來說，這是非常具冒犯性的。」他說：「你不能用黑人與

猿類作比較。」19畢竟在人類科學文明發展的過程中，如何才能將

人與其他動物劃出明確界線，始終是核心的焦慮，但猩猩與人的

相似性是如此曖昧地挑戰了這樣的分類法則，於是 19世紀的人們

解決焦慮的方式之一，就是將此種與動物的類似性，歸因於某些

人種「演化得比較慢」，「大猩猩」一詞在美國更一度是用來羞

辱黑人的用語 20。在這樣的脈絡之下，策展人所宣稱的：「中國成

語中，也大量用動物來表達欣賞與讚美之意，如：龍馬精神，虎

虎生威」；或是以《西遊記》的孫悟空、豬八戒作為「中國的神

話故事中，人與動物往往一體」的代表；十二生肖意味著我們認

同自己與所屬生肖之間「相通的正面性格」21等說法，仍難以令人

接受，自然是可以想像的。

綜上所述「1989後的藝術與中國─世界劇場」與「這就是

非洲」展覽引發的爭議，其實反映出兩種不同弱勢平權運動觀念

之發聲：前者反映出當代動物倫理思潮的發生與影響，動物利用

不再被視為理所當然，而是需要慎重檢核之事；然而動物在後者

19　〈【影像熱話】將非洲人與動物並列 武漢《這就是非洲》相展惹爭議〉。

20　參見蒙特．瑞爾（Monte Reel）著，王惟芬譯：《測量野性的人：從叢林

出發，用一生見證文明與野蠻》（臺北：臉譜出版，2015），頁 227。
21　〈【影像熱話】將非洲人與動物並列 武漢《這就是非洲》相展惹爭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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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仍被視為「不文明」的野性／野蠻象徵，因此將非洲男子與

動物並置的畫面造成觀者的不適與歧視感。換言之，「這就是非

洲」攝影展與其名稱所欲凸顯的訊息，恰好反諷地呈顯出該展覽

缺乏對種族歧視及其歷史的敏感度；而黃永砅在古根漢美術館撤

展後以航空嘔吐袋寫下的回應：「這件作品產生於西方，並被禁

查於西方，這就是我今天所面臨的全球化語境」，則如龍緣之批

評的：「他所謂的全球化語境如何一致地反對他展出」22，或許亦

是黃永砅應該思考的問題之一。藝術家若仍以舊有東西方文化差

異的方式，解釋當代對於藝術、倫理等各種價值觀複雜的移轉與

衝撞，恐將無法觸及問題的核心 23。

但是，這樣的討論並非預設藝術家不應或不能使用動物元素，

相反地，隨著當代對於「藝術」的概念益發多元，舉凡行動藝術、

裝置藝術、觀念藝術等，無不使得藝術與空間、環境、以及人與

22　〈虐待動物有何藝術價值？―談古根漢美術館撤展爭議〉。

23　事實上，徐冰對此一撤展事件的回應，同樣將其部分歸因於「西方的政治

正確」，並認為此種政治正確「有很強的局限性」，他在訪談中表示：「所

謂西方的『政治正確』其實有很強的局限性，就像我們前段時間在古根漢

美術館做展覽的遭遇。幾個與動物有關的作品受到了動物保護者的攻擊，

它們保護動物的觀念看起來是正確的，但最後發展成了極其暴力的語言和

局勢，美術館只能把這些作品撤掉，改用一種特殊的方法展示―由我們

每個藝術家寫了一個聲明作為回應。……動保者基本吃素，這群抗議者抗

議過後去中央公園吃了一頓素餐。我在聲明文章中寫道：似乎老虎吃肉，

是殘害了生命，應該受到批評；羊吃草，應該受到表揚；人作為雜食動

物，既吃肉又吃草，那我們如何判斷自己的道德準則？人類和動物處在生

物鏈的生命關係裡，在動物保護者單一的政治正確當中無法判斷。」（董

牧孜：〈徐冰專訪：開啟監控攝像頭，你其實渴望被世界觀看〉，《香港

01》，2018/04/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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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者之關係更加受到關注與討論。藝術不只成為某些藝術家表達

自身對社會議題之觀點的媒介，甚至「對話作為當代藝術作品形

式之一」24這樣的看法亦逐步被接受─藝術創作並不限於生產

出具體的作品，而是包含對話與互動的過程，臺灣在 2008年舉辦

的「蚵貝地景藝術論壇」即為一例。當時受邀來臺的英國生態藝

術家大衛．黑利（David Haley）對於「對話」的闡釋值得注意：

它建構了一種和相關人物及其他生命形式之間的

特別關係，……它是一種可和許多生命交會，並在彼此

交集過程中找到意義的方法。……在此對話中，蚵仔也

包含在內，這是很重要的，因為如此一來引發了一個疑

問，也就是「非人類」或「人類以外」的生命的權利，

是否也應納入考慮。……因此，對話正是此一計畫中生

態思考的催生器，用貝特森的話說，就是「連結的模式」

（the pattern that connects）。（Bateson 2002）25

「人類以外」的生命的權利，是否應納入（或該如何納入）

我們的對話之中？此一提問不只呼應了筆者長期關注的人與動物

關係之議題，有鑑於越來越多當代藝術觸及人與環境、人與其他

生命互動形式的反思，這些及其所能開啟的對話空間，將是本書

探索動物符號與其倫理思考的第一個方向。

24　周靈芝：《對話之後：一個生態藝術行動的探索》（臺北：南方家園出版，

2017），頁 43。
25　大衛．黑利（David Haley）：〈時光流轉：轉化的藝術〉，收錄於周靈芝：

《對話之後：一個生態藝術行動的探索》，頁 4-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