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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壇素食菁英
柏夫．那米(Paavo Nurmi)
二十項長跑世界記錄，九面奧運金牌得主

聽見生命的吶喊

南京中醫藥大學中醫學士／桃園縣推廣教育協會講師／許愷芸

任何動物，一旦觸動你的心，進入你的生命，你就忘不了他們，…動物

真的會喚醒你內心深處的愛。這就是他們存在這世上的目的，假如我們聆聽

的話。…如果我們可以愛一隻狗，為什麼不能愛一隻豬或牛，因為他們的本

質相同…這就是我們該茹素的原因。  ~SMCH

 

誰道群生性命微，一般骨肉一般皮

名演員比爾‧崔佛斯(Bill Travers)說：

「並不是我對動物比對人感興趣，我只是關懷生命而已。」

日食三餐，碗中的肉、蛋、奶是如何來的？我們可曾關心其背後的真相？

誰知道這群供食用的動物，也有敏銳的感情、知覺與智能？但他們一生忍受無

盡痛苦煎熬，慘絕人寰，卻鮮為人知。

台灣動物社會研究會，在2005年到2007年間，對全台21個縣市共27個公
立肉品市場或屠宰場展開調查，目睹的真相是：「豬在意識清醒、未經人道致

昏的狀況下，被割斷喉嚨放血，或在屠宰豬隻前，用鐵鍊將豬活活倒吊至半空

中，再割喉放血。或者在被屠宰前用棍棒敲擊豬隻…」。而活著時是否好過一

點呢？豬媽媽在快要生產時，會被移到下豬場(人類是生孩子，豬卻是用「下」
的)，用這種稱為「鐵女郎」的圍欄，限制她的行動。到了拍賣場，緊迫、驚恐
到走不動的豬，耽誤了拍賣進度，就用鐵勾活活的拖！

產蛋場的小公雞，因無利用價值，一出生就被利刃絞死。留下來的小母

雞，則要忍受無麻醉的剪喙疼痛(防止互咬)；被施打抗生素與生長激素，以強
迫生長；忍受其他雞隻強酸性的尿液，淋在身上或頭上的燒灼傷；驚嚇脫毛再

產蛋等酷刑。

多數人的第二個母親－乳牛，年僅十五個月就需一再被迫懷孕，即植入胚

胎強行人工授精。全年無休的擠乳，常導致乳腺慢性發炎，還有骨質疏鬆症、

骨折、產乳熱等病。原可活約二十年的乳牛，歷經痛苦的三到四年，無法產

乳後，終成為漢堡等肉品。甫出生數天的小牛，即被強行帶離母親身旁，栓頸

囚禁在鐵欄內，以防肌肉生長，並餵以流質(缺鐵及纖維)食物迫使貧血，幾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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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壇素食菁英
瑞吉利‧艾柏利(Ridgely Abele) 
8次美國空手道協會世界冠軍

或幾個月內就送上刑場，只因人們喜歡吃嫩白可口的小牛肉。公牛去勢、除角

及剪尾過程，沒有麻醉與止痛劑。所有的牛隻也難逃無麻醉及止痛劑下，以高

熱的烙鐵烙印，造成三度灼傷的痛苦。

這些被圈養的動物，活動的空間過度擁擠，長期在高壓、抑鬱和緊張中生

活，日夜與腐臭的排泄物為伍；感染發狂，受盡凌虐，被屠宰過程也是極度粗

暴；更別說常在意識清醒的痛苦狀態下，將其骨、血、肉、皮、內臟、脂肪，

貢獻給人類使用。可有人聽見他/她們無言的吶喊？致力於終止殘殺生命的「台
灣動物社會研究會」慷慨熱心的提供了在地的研究，在此獻上深深的感謝與敬

意。以下的圖文，雖觸目驚心，但真相極需被揭露，懇請讀者包容諒解，付出

關懷，一起搶救分分秒秒都在受苦掙扎的生靈！

 

飼料豬 人飼料 影像集 (http://www.east.org.tw/that_content.php?id=250)

 

 
   

 

 

鄭名倫

豬，由於生性溫和，肉質鮮美以及易馴服等特性，所以被人類大

量控制及繁殖飼養，以供給人類之所需，長期生活在人類所為他建造的

牢籠社會…。人並不是在地球上生存最久的物種，但卻是野心及破壞力最

強大的物種。

林郁修 

當一個人活生生的被倒吊進而放血至其生命結束，這種行凶的手

段叫做殘忍，行凶者將會被社會大眾所唾棄；而當一隻豬被以同樣的手

法遭人類屠殺，這種手段又稱之為何呢？面對這一個專題製作，內心是

痛苦的…，雖然你我皆不是屠夫，但那些動物卻是為我們而犧牲，正因

為我們每天都需要吃牠?! ...想想你吃的每一塊肉，皆是動物本身經歷

了一場痛苦折磨、生死大劫才能送到你面前，你吃的心安嗎？

節錄攝影者的話

小豬豬的故事

「你如此端詳這張迷惑的臉，和那歷經
風雨冰霜，寂寞的眼」…一生中，母親
一次又一次的被迫懷孕、生產、孩子強
行被奪走，懷孕、再生產…

1 2 3

4 5

當母親懷孕時，整整兩三個月的時間，
她們都被鎖在寬僅僅60公分，長約182
公分的金屬圍欄裡。這段時間她們的行
動，只能向前邁一步或向後退一步，完
全無法轉身。這樣殘暴的單獨囚禁，只
是為了節省飼料

媽媽的心跳，讓我覺得安全；媽媽的
體溫，更讓我覺得溫暖

到了我們三個禮拜大時，我們與媽媽便
被活生生的分開了

第一章 母親與小孩

我有話要說

母親在生育過無數次，失去
生育能力後，便被賣到屠宰
場，用來做肉鬆

6

第二章 遊戲規則

1 出生後第七天，
所有的小公豬都
逃不掉酷刑：在
沒有麻醉下，用
一把尖刀，切除
睪丸！理由是：
這樣人類吃我們
時才不會覺得有
體臭，吃起來美
味可口？

2

愛丁堡大學研究人員發表過一篇報告
指出：在自然的環境中，豬會形成穩
定社群，築造公共豬窩，豬窩之外才
是他們的排便場。但在人類構築的圍
欄中，他們被迫「骯髒」！

3

告別農場，主人拿一塊板子
輕輕的趕我，走上最後一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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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這是什麼遊戲規則！為了驅趕，不斷、
不斷的電擊我們！

5
6

緊迫、驚恐到走不動的豬，
耽誤了拍賣進度，就用鐵勾
活活的拖！

我們得這樣相逢？在我意識清醒、手無
寸鐵時，你一刀刺進我的喉嚨！

第三章 控制

1

「豬沮喪症候群」，美國一本農業專業
  期刊描述其症狀如下：「極端沮喪…
  僵硬，皮膚長膿包，氣喘，焦慮……」

32

遠離大自然豐富有趣的環境，在單調的
圍欄中，豬也會出現不斷咬欄杆的刻板
行為。

圍欄通道，曲折重重，控制著每一隻豬
的流向。維護「秩序」！

4

留在本場屠宰的，為了辨識屠體屬於哪
一個肉商，要再一次將商人的番號烙在
豬背上。工具是：鐵鎚＋鐵釘！

5
6

當電擊，成為一種習慣的時候……！

臨死的深思：
「一生中可曾有過一點點的自由？」

第四章 生死

6

657

老闆，來一盤「豬頭皮，嘴邊肉 」！

滷豬腳 他們終將成為人們的盤中肉，但有多少人關心，他們是怎麼生？怎麼死的？

試著模擬走一次，豬隻的死亡
通道…

要被屠宰了……

「拳打腳踢、隨意電擊」- 什麼樣的虐
待，逼得牠咬斷自己的舌！

所謂「緊迫豬」是：在運送或拍賣過程
中，因為受不了驚嚇、折磨而導致休克
或猝死的豬。為了避免肉商損失，一旦
發現豬隻出現緊迫狀況，會馬上將豬拖
到場外緊急屠宰。

4

3

21

當我提早告別這個冰冷的世界，仍然惦
記著我的母親，終其一生，她都會在那
個無法轉圜的空間裡，經歷一次又一次
的懷胎、生育、骨肉分離……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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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人們 他們

1

我的生命對你們而言，只是一塊又一塊
的肉？

65

32

陽光 大便 堅硬的地板，豬的世界裡，
從沒有和人的共同情感？

你問起「父親」，我從沒見過他。只知
道人們稱他為「種豬」……

人和動物有何差別？

豬的心，要補誰的心？

98

7

絞肉

吃的慾望，應該到什麼程度？ 我們被定義為：「經濟動物」，
那你們呢？

4

夢想，有一片寬闊的小樹林，用我結構
特別的鼻子，拱出泥土的芬芳，咀嚼樹
根的鮮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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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平始於盤中飧，今天就開始用愛飲食吧！

有聖哲說：「我茹素並不是因為關心自身的健康，而是為了動物的健康」；

還有人說：「如果屠宰場有透明玻璃牆的話，大家都會成為素食者」。幫助他

們脫離牢獄、解救他們免受虐殺其實很容易，您無需做任何犧牲，只要開始吃

素就好！接下來的每一天，不但您的身體會感謝您，動物朋友也會感激您，原

本飼養動物的糧食也可以轉而養活更多窮人，他們都會默默為您祝福，您也將

體驗到生命中更多的喜悅與平安。「世無食肉者，屠戶不開張。」每一次我們

選擇少吃肉蛋奶，就是除去了對一個殘酷系統的支持，並幫助建造一個更有愛

心的世界！若我們能擴大愛心，疼惜並尊重所有寶貴的生命，愛護弱小無辜的

動物，不但自身受益，人人夢想的和平樂園也將得以實現！請儘可能選擇仁愛

慈悲高雅的飲食方式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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