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環境教育研究，第十一卷，第二期，2015 年，39-71頁 

10.6555/JEER.11.2.039 

39 

論環境倫理教育作為環境教育的本質與挑戰 

蕭  戎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環境教育研究所博士候選人 

摘要 

環境教育在本質上是一種環境倫理教育，除了可以從現代環境教育的歷

史發展脈絡中的重要會議與文獻內容以及環境教育學者的論述中得到證明之

外，環境教育也因著自身被賦予的、必須面對爭議性的環境議題的基本任務，

而被證明必須扮演好一種環境倫理教育的角色。為了勝任此角色與任務，環境

教育必須在以環境倫理理論為基礎所發展的分析與評價等專業能力上得到提

昇。然而，在確立環境教育本質的同時，卻也因為本質以及其長期以人類中心

主義倫理為主流倫理立場的傾向，而要面對到動物解放與權利運動和生命中心

主義倫理對其發出的挑戰。對此，本文初步探討了環境教育採納生態中心主義

倫理作為此類挑戰之回應的根據以及難題，並認為現代的環境教育仍亟需對於

它所根據的環境倫理理論基礎進行積極的探問。 

關鍵字： 人類中心主義倫理、生命中心主義倫理、生態中心主義倫理、生態

倫理、動物解放與權利運動、環境倫理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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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從環境教育的歷史發展脈絡看其作為環境倫

理教育的本質 

當今的環境教育研究並不時興對環境教育進行一種思想發展脈絡的回顧，

能夠證明這點的是相關文獻的稀少性。當然， 之所以會有這種傾向，部分原

因在於環境教育在 1960 至 70 年代在國際舞台上，即是以解決問題的姿態登場

的，自此以後其推動者便戮力投入各種環境問題解決之嘗試。然而，三、四十

年來的重要國際環境教育會議內容，除了向我們強調解決實際問題的重要性以

外，其實也反覆表達出另一種應當定期或不定期地重整隊伍的重要性，關於這

點我們可以從那些著名的五年、十年一期的回顧與前瞻性會議看得非常清楚。

這類會議經常肩負著擦亮初衷與重新聚焦於自身之核心任務的重要責任，而這

其實也正是對環境教育進行發展脈絡回顧的積極意義之所在，它要藉著對於環

境教育進行一種歷史性的探問，來協助釐清環境教育在今日應扮演的角色。 

對此，英國教育學者 William E. Marsden 曾為我們做了富有意義的耙梳。

在他所寫的〈英美環境教育的歷史根源、比較觀點與當前議題〉裡便介紹了作

為現代環境教育前身的、多采多姿的英美思想傳統，其中包含基督信仰的自然

觀與從其衍生而來的人道主義思想，以及浪漫主義的自然觀，和因為對自然環

境的長久利用感到憂慮所產生的自然資源保護思想(Marsden, 1997)。但在此更

值得注意的其實是 Marsden 在進行這樣的回顧時所使用的概念，即他是按著

「善待自然的價值觀」和「一種有計劃的教育活動」這兩個概念的交集，來追

溯英美環境教育的歷史根源。也就因為這樣，所以他把十九世紀末蘇格蘭地質

學家 Sir Archibald Geikie 將「自然之愛」納入教育目標的地理學教育、英國皇

家防虐動物協會推動的動物保護教育，以及二十世紀初帶領兒童以批判眼光尋

求實際生活環境之改善的城鎮研究課程， 視為現代環境教育的前身(Marsden, 

1997)。 

換言之，我們可以藉著Marsden探討環境教育歷史根源時所使用的兩種概

念的交集，來認識到環境教育作為一種「傳達人們認為合適的、應如何對待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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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的價值觀的教育」的本質。而事實上這種傾向早已經明顯地在現代環境教育

的先聲──1972 年的《人類環境宣言》與其建議當中被表達出來，即它們明

顯地站在二十世紀的重要倫理概念──人權理論──之上，並朝著環境品質的

面向，對此一倫理概念進行補充衍生而出。以致於此一宣言在一開頭就做出了

這樣的宣告：「人類環境的兩個方面，即自然和人為的兩個方面，對於人類的

幸福和對於享受基本人權 1，甚至生存權利本身，都是必不可缺少的。」(United 

Nations Environment Programme [UNEP], 1972)。無怪乎美國環境教育學者

Clifford E. Knapp在爭論環境教育的本質時，會因著這樣的起源而堅持環境教

育是天生具有一種價值傾向的(Knapp, 1999)，他並直接地指出：「環境教育的

起源強烈地根據在一種以價值為中心的典範上。因此，要勸告教師不可以將這

些價值觀在教學中被呈現，這不只是困難的，也是不可能的。」(Knapp, 1996, 

p.21) 

一、國際輿論對環境教育作為環境倫理教育的重視與強

調 

能夠為這樣的認識作證的是三、四十年來的國際環境教育歷史。例如在

1975 年提出的《貝爾格勒憲章》就清楚地主張：「我們需要新的全球倫理。

這樣的倫理主張個人與社會的態度行為，要能與人類在這生物圈中的位置調和

一致。這樣的倫理認識要敏感地去回應人類與自然間、人與人之間的複雜且不

斷改變的關係。……要主張一種個人的全球倫理──並且將這種倫理反映在他

們為著這世界上的人們而投入改善環境與生命品質的行為上。」(The United 

Nations Educational, Scientific and Cultural Organization [UNESCO] & UNEP, 

1975)。 而相同的認識也被 1977 年的《伯利西宣言》所繼承，以致於它要指出

環境教育的根本任務乃是與一種倫理的、價值觀的教育進行緊密連結。例如，

其宗旨就談到環境教育要「提供每個人有機會學習保護與改善環境所需的知識、

                                                
1 若無特別說明，本文所標示之粗體字皆為筆者強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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價值觀、態度、承諾與技術」。至於其目標則談到環境教育要「幫助社會團體

與個人習得一套關心環境的價值觀與情感，以及積極參與改善與保護環境的動

機」(UNESCO & UNEP, 1977, p.27) 。此外，上述宣言還曾進一步地指出環境

教育應該以什麼樣的方式來完成它的任務：「應該透過對當代世界重要問題的

理解、以及提供能夠扮演改善生活與保護環境、對道德價值觀給予應有的關心

的具生產力的角色所需的技術與態度，藉此使人知道該如何去生活」(UNESCO 

& UNEP, 1977, p.24) 

至於 1980 年的《世界自然資源保護策略》也曾對環境教育的任務做出相

同的宣告，它指出：「一種包含著植物、動物以及人類的新倫理，對於人類社

會能夠和諧地與他們的生存和福祉所倚賴的自然世界共存來說乃是需要的。而

環境教育的長期任務，就是要促進或加強能夠與這種新倫理相配合的態度與行

為。」(International Union for Conservation of Nature[IUCN], UNEP, World Wide 

Fund for Nature [WWF], & UNESCO, 1980, p.29)之後，在 1987 年提出的《我們

共同的未來》報告也繼承了同樣的想法，它不但肯定我們必須以促進那包含著

永續發展理念的全球倫理作為追求人類福祉的途徑(World Commission on 

Environment and Development [WCED], 1987)，同時重申了環境教育作為一種

將「對於自然與全球環境的尊重感與責任感」(WCED, 1987, p.113)傳達給學習

者，並「促進[學習者]對於環境狀態的責任感」的倫理教育的任務(Sarabhai, 

Pandya, & Namagirl, 2007, p.41)。 

在伯利西會議十年之後所舉行的「國際環境教育與訓練會議」，再次指

出了環境教育作為一種倫理教育的重要身分，它提到：「[環境]問題的關鍵有

很大一部分都在於社會、經濟與文化的因素，這是問題的根源，因此我們無法

純粹從技術方法上來預防與解決問題，我們知道我們主要必須根據個人與團體

尊敬其環境的價值觀、態度與行為來行動。透過依據知識與價值觀系統來行動，

我們希望找到解決環境問題的合適方式，而這就顯出了教育與訓練的重要性」

(Sarabhai et al., 2007, p.42)。類似的思考也出現在該會議提出的《1990 年代環

境教育與訓練領域國際行動策略》裡，它指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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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境教育不是一種純粹傳遞知識的教育方法，它也關連於情

感與價值論(axiological)的事務──當我們在尋找能夠產生保護與

改善人類環境的行為的恆久模式時，上述兩者乃是不可或缺

的。……我們……需要將研究與實驗，……對焦在涉及環境與其相

關問題的態度與價值觀的形塑上。(UNESCO & UNEP, 1988, p.9) 

它還指出無論是在環境教育的相關研究以及教師訓練上，都需要包含環

境倫理的面向(UNESCO & UNEP, 1988)2。此外，歷史中的國際環境教育普遍

地將環境教育視為一種教導環境倫理、善待環境的價值觀的教育的證據，還出

現在 1991 年由國際自然資源保護聯盟、聯合國環境規劃署與世界野生動物基

金會所出版的《關懷地球：一個可持續生存的策略》裡。在這項策略中，讓環

境教育的任務再次聚焦在倫理教育上： 

要贏得[人們]對可持續生存的倫理架構的支持，……只是公

開與教導新的方法是不夠的，因為即便是擁有豐富知識的人們，也

不必然就能夠做出正確的決定。因為是價值系統決定人們如何追求

他們的政治、法律、經濟或科技目標，所以如果想要讓這裡的目標

成功的話，關乎倫理的價值必須遍佈在人類各樣的行動裡(Munro, 

1991, p.14)。 

因此它認為「要採納可持續生活的倫理，人們必須重新檢驗他們的價值

                                                
2 關於前者，提到：「根據基礎的環境教育需要更進一步地發展的這個事實，研究計畫

也被要求按此來思考。這些計畫將會精煉一種生態文化的基礎知識、形塑一種環境倫

理與環境法的標準，並將心理學與教學方法論應用在所有社會團體的環境教育裡。」

(UNESCO & UNEP, 1988, p.9)關於後者，明確地指出：「[我們]有需要訂定教師訓練的

國家目標，並且發展教師訓練的計畫……。環境教育[訓練]計畫應該包含一種道德或倫

理的面向，並且對此，教師應該要成為模範。」(UNESCO & UNEP, 1988, p.13) 



環境教育研究，第十一卷，第二期，2015 年 

 44 

觀，並且改變他們的行為。……這訊息必須透過正規與非正規教育系統來傳播」

(Munro, 1991, p.11)。換言之，「教育」必須把這種「世界倫理結合到他們的

教學裡」(Munro, 1991, p.16)，而肩負起這影響人們的價值觀之任務的教育就

是環境教育。1992 年首次地球高峰會裡提出的《二十一世紀議程》也持有相

同的觀點(UNCED, 1992a)3，也在之後舉行的世界環境與社會會議以及該會議

提出的《帖撒羅尼迦宣言》裡被再次強調，並指出相關的課程設計必須特別整

合「價值觀與倫理學面向」(Sarabhai et al., 2007, p.66)。至於在 2000 年的《地

球憲章》裡，它也提到了倫理教育之於實現一個可欲的地球環境的重要性(Earth 

Charter International [ECI], 2000)。 

晚近，在聯合國所推動的永續發展教育十年計畫，也堅持著同樣的認識。

對此，它這樣強調：「可持續性發展教育根本上是關係著價值觀的，其中並以

尊重作為核心：尊重他者──包含現在和未來的世代；尊重差異與多樣；尊重

環境；尊重我們所居住的星球上的資源。 」(UNESCO, 2005, p.5)。它並於其

教育要點中指出「教育要促進一個永續的未來所需的價值觀」(UNESCO, 2005, 

p.17)。至於在 2008 年提出的《永續發展教育的古騰堡建議》還更積極地指出，

不只是課程內容，就連教學環境本身都應該要能夠體現永續發展的價值觀與原

則，以發展出一套新的行為標準(Ottossonl & Samuelsson, 2008)。 

二、環境教育學者對環境教育作為環境倫理教育的反省

與強調 

我們之所以進行上述的回顧，除了是有助於今日的環境教育者再次確立

                                                
3 《二十一世紀議程》第三十六章的建議裡提到：「正規與非正規教育兩者所責無旁貸

的就是要去改變人們的態度，以至於使人們有能力去評價與聚焦於他們對永續發展的

關懷。這對於實現與永續發展理念一致的環境上與倫理上的覺知、價值觀與態度、技

術與行為，以及公眾實際參與決策來說，都是重要的。」(UNCED, 1992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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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境教育作為一種環境倫理教育的本質之外，它還有一個對於現代環境教育的

發展方向做出提醒的積極意義。在美國環境教育學者 Harold R. Hungerford 一

篇著名的文章〈對環境教育迷思的再檢視〉裡，他首先提到的就是有關環境教

育的本質問題。他認為環境教育領域普遍地存在著一種迷思，就是認為「生態

學與環境教育乃是同義詞」。他說：「某些作者──在我看來是愚蠢的──把

環境教育當成是生態學的同義詞。這些作者……要把這星球上所有的環境問題

放到一個簡潔的、大眾都能接受的詞彙，即所謂的『生態學』裡。[但]這種誤

解會對教師與學生的生態學概念造成難以彌補的傷害。」(Hungerford, 2005, 

p.49)簡潔而言，「生態學，在其本質上是一種科學，而不是價值取向的；環境

教育最被確定的是，它不是一種科學，而是價值取向的！」(Hungerford, 2005, 

p.49)另一個與此類似的反省是，當環境教育者相信科學與科技本身將能夠解決

環境問題時，Hungerford 認為這將會為學生帶來錯誤的教導，而其錯誤就在於

這樣的教學「無法洞見任何在其自身發展一種環境倫理的需要」(Hungerford, 

2005,  pp.52-53)。 

Hungerford批評「環境教育作為一種環境倫理教育的本質」乃是明顯地受

到忽視的可信證據，一部分出現在Michael J. Mappin等人對環境教育的不同觀

點的回顧裡，即他們提到了那種將環境教育視為科學教育的附屬領域，以及主

要是由科學教師來擔任環境教育教師的情況(Mappin & Johnson, 2005)。《關懷

地球》一書也曾對這個現象進行描述「環境教育處理著價值觀的問題。許多學

校系統認為這是一種危險的領域，並且許多老師(特別是自然科學)並沒有被訓

練要教導價值觀。」(Munro, 1991, p.55)4。而Hungerford也提出自己的觀察，

他發現有一種普遍存在的觀念認為「能夠成功教導環境教育的教師，只有科學

教師」。他提到：「在學校裡，環境教育通常都是由科學教師負責，這乃是出

                                                
4《關懷地球》在其環境教育觀念上採取了一個明確地捍衛此一教育作為倫理教育之本

質立場，宣稱：「事實上，沒有什麼生活模式或教育系統是價值中立的。學校教導關

於永續生存的正確技術是很重要的，而同樣重要的是，學校的實際作為要能夠強化它

的教學」(Munro, 1991, p.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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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數個原因。原因之一就是他們把生態學等同於環境教育。與此類似的是，科

學教師比起他的同儕，在面對[按照這樣的理解得出的]主題時，會感覺較為輕

鬆，並且學校的主管也經常把科學研究者視為這個領域的領導人物。但不幸的

是，這些[現象]都只不過呈現出了關於環境教育的錯誤概念，以及教師與主管

在有效的環境教育領導的訓練上不可容忍的貧乏。」(Hungerford, 2005, p.53)。

類似的誤解也曾在臺灣發生並也已經在相關文獻中被報導出來(范信賢，1991；

梁明煌，1992；陳佩正，1992，1999；周儒，1998)。因此當Hungerford再次檢

視這個迷思時，他總要重申環境教育所牽涉的議題「是價值取向的，這樣的特

質乃是在古典科學範疇之外的。」(Hungerford, 2005, p.53) 

類似的問題也被曾對環境教育的各種定義進行深入探討的 Gray D. 

Harvey 提出來。他發現許多環境教育所涉及的，其實只是有關人與環境之間

關係和其他客觀知識的敘述而已，其中並不包含有關價值階層內容的教導。然

而 Harvey 在研究中指出，這種價值階層內容對於環境教育期待發展學習者的

環境素養，使學習者能以人們的生活品質與環境品質的和諧，投身於解決人與

環境關係裡的價值衝突的目標來說，卻是必備的要件(Harvey, 1977)。美國環

境教育學者、曾任北美環境教育學會(NAAEE)理事長的 John F. Disinger 除了對

Harvey 的研究抱以肯定(Disinger, 2005a)之外，他自己也指出環境教育的根本

任務乃是要能夠去回答「什麼才是人與環境之間的合適關係」──這是涉及不

同價值觀衝突的問題(Disinger, 2005b)。然而他認為，現實上的環境教育實踐

卻還未很好地釐清環境教育被賦予的這個根本任務，並且在此情況下，人們卻

又早已紛紛地以環境教育為名來進行各種討論與實踐(Disinger, 2005b)。 

Disinger 認為，大多數的環境教育者仍缺乏對不同價值觀──以自然資源

保護者(conservationist)與保存主義者(preservationist)為例──有所理解。其中

原因之一是環境教育者自身乃是沉浸在某種價值觀裡成長的，因而他對該價值

觀抱持著想當然爾的態度，且很少會對其進行反思(Disinger, 2005b)。針對這

個問題，他認為教師應該要具備能夠對不同的價值觀和不同價值觀相關的環境

議題進行客觀陳述、瞭解與分析的能力，而不是想當然爾地直接忽略它或否定

它(Disinger, 2005b)。我們可以引用美國生態科學家、同時也是著名的「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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倫理」提倡者 Aldo Leopold，對於在美國老羅斯福總統主政下如火如荼地推動

的自然資源保護教育所做的反省，以對照現代環境教育所存在的問題。他說： 

自然資源保護是要達到人與土地之間的和諧狀態，雖然這已有

將近一世紀的宣傳，但其仍舊是以蝸牛般的步伐在推展，……回應

這個困境的答案通常是『更多的自然資源保護教育』，……然而這

只是教育的量需要增加的問題嗎？還是其質也同樣有所不足呢？

(Leopold, 1968, p.207) 

Leopold 在這段文字裡所謂的「質」的問題，正是指該教育在所持的環境

倫理觀點上存在著缺失，他所撰寫的〈土地倫理〉一文，便嘗試要在長期以來

僅僅著眼於人類利益的該項教育裡，加入更多地關懷自然世界裡的他者的呼籲。

從概念上來說，當臺灣的《環境教育人員認證及管理辦法》將「環境倫理」這

門學問列為環境教育人員必須具備的基礎能力時，我們要根據上面的歷史回顧

與學者意見對其合理性給予高度的肯定，甚至我們可以毫不誇張地說，這門學

問是規劃環境教育課程與進行教學不可或缺的專業能力。 

貳、從環境議題的爭議來看環境教育作為環境倫

理教育的本質 

雖然我們已經透過前面的檢視，初步認識環境倫理這一門學問在環境教

育中具有不可或缺的重要地位，但我們仍舊值得進一步從實際環境議題的面向

來強化對它的肯定，並且從另一個角度來說，回應實際的環境議題其實正是環

境教育的本分所在。澳洲環境教育學者 Peter J. Fensham 便曾指出，真正對環

境教育這個領域來說具有急迫性的任務，即是其課程必須回應現實環境問題。

也就是說，環境教育必須要準確地回歸到促使「環境問題得到解決」的精神上 

(Fensham, 1993, p.64)。Hungerford 與 Volk (2005)對產生學習者的負責任環境行

為所發展出來的假設裡，也提到了環境教育關注實際環境議題對於實現此教育

之最終目標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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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環境教育所面對的爭議性環境議題 

我們或許可以從臺灣的《環境教育法》第一章第一條所揭示的宗旨裡，

尋找出能夠證明環境倫理之於環境教育的重要性的實際環境議題。在這宗旨裡，

它一方面主張要「尊重生命」，另一方面則主張要「促進社會正義」，儘管這

兩項目標確實都是值得藉由環境教育來追求與實現，然而，現實上有許多環境

議題卻也正是起因於這兩個目標之間的衝突。我們將藉由 Hungerford 等人為

帶領學生探討與評價環境議題，且強調著信念與價值觀在此類探討與評價中的

重要性所設計的教材(Hungerford, Volk, Ramsey, Litherland & Peyton, 2003)，以

及聯合國環境規劃署所出版的《環境教育、倫理與行動》教學指南，從它們列

舉的數項在尊重生命與社會正義之間產生棘手衝突的議題，表明環境倫理之於

環境教育的重要性。 

(一)瀕危魚類保護與農民工作及財產利益 

首先是復育瀕危的淡水魚的問題，在美國的新墨西哥州的 San Acacia 攔

河壩下游的河流，九成以上是 IUCN 公告的瀕危動物溝渠突領魚(Hybognathus 

amarus)的棲地。然而該處河流卻遭遇到了缺水的問題，因此政府便動用抽水

機從別處渠道引水以維持河流水量。此舉不但受到保育人士的支持，他們更積

極地要求政府應當劃設更多的保護區來保護此魚類物種。然而政府的行動卻也

引起當地農民的反對，因為政府用來引水的渠道，正是他們灌溉用水的來源，

他們因此認為政府把在正常情況下會流到農地的水取走，以供應溝渠突領魚生

活的河川，係屬錯誤的行為。他們並認為農業與食物對美國來說非常重要，如

果沒有水，就生產不出食物(Hungerford et al., 2003)。 

(二)大象復育與人民工作及財產利益 

因著 1980 年代國際上自《華盛頓公約》以降，對於反盜獵與野生動物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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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的努力，非洲南部地區的大象數量因此呈現大幅成長。然而在南非，就因為

當地的大象每年會增加約莫一千頭，並且每隻大象每天要消耗一百五十公斤的

植物，於是讓牠們與當地居民的日常生活逐漸陷入一種緊張關係，並出現了有

關大象數量過多的爭論。動物權利支持者主張大象的生活不應該受到人類的干

擾，而另一些主張永續利用的團體則認為可以人為方式控制大象數量，並藉由

開放獵殺許可或販售大象製品以促進當地的經濟利益。至於保育人士和科學家

則認為國家公園裡的生態平衡是最重要的事情──雖然關於這平衡仍有一些

不確定之處。此外還有一種主張是要讓國家公園擴大範圍，但這會牽涉到人口

遷移與政府經費的難題。為了面對此項爭論，南非國家公園甚至還在 2005 年

公開舉行了一場「大象辯論」以尋求解決之道(Jickling, Lotz-Sisitka, O'Donoghue 

& Ogbuigwe, 2006)。 

(三)自然的娛樂、美學及科學價值與地方居民經濟利益 

位於美國華盛頓州的聖海倫火山周圍的森林，在過去是被國家森林單位

允許採取皆伐的林地，為了避免這樣的木材砍伐會傷害到火山附近優美的地景，

於是民間開始成立保護團體，並提出呼籲。在 1980 年代，保護團體是以火山

的娛樂價值、美學價值以及科學價值為由，要求政府應當完整保護當地環境。

然而木材業者卻也相應地發起了群眾運動，他們要求政府允許業者搶救因為火

山噴發而傾倒的樹木並加以利用，認為這項要求對地方社群來說，乃是具有經

濟上相當的重要性。然而保護團體面對此一訴求，卻主張應當讓那些傾倒的樹

木留在原地(Hungerford et al., 2003, pp.33-34)。 

從環境倫理的眼光來看，前述的保護瀕危魚類的議題之所以棘手，從某

個意義上來說，是因為我們在這議題裡找不到一種明顯的、戲劇性的被害者與

加害者的角色。至少按照這些陳述，瀕危魚類賴以為生的河川水量並不是因為

農民汲取而減少的，並且按照當代重量級文獻《世界人權宣言》，明文指出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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們的財產與工作都應當得到保護(United Nation [UN], 1984)5。因是之故，我們

似乎很難在一時之間明白自己該站在這對立的「社會正義」或「尊重生命」立

場的哪一邊。至於非洲大象數量快速增加的議題就更顯得尖銳刺激，因為它既

面對著動物權利支持者對於不可以殺害大象的呼籲，又面對著支持利用自然資

源的人們對於可以殺害大象，以緩解其數量過多問題，並同時幫助地方經濟的

建議。此外，在這議題裡，另一個主張擴大國家公園的選項，還牽涉到人口遷

移與政府經費的實際困難，而正是這種實際困難，讓我們不能夠只是說著「應

當保護野生動物」的漂亮話，但卻忽視背後得付出的代價。最後，在聖海倫火

山的地景保護或利用傾倒木的議題上，我們則是清楚地看到了不同自然價值之

間的拉扯，而偏偏這些價值是很難加以量化比較的。雖然有人會以「願付價格」

加以衡量，但這種工具除了涉及窮人與富人之間的不公正(因為後者有較高的

支付能力)，以及人們的支付意願，未必反映著從理性上來看有益處的選擇(例

如會受到廣告宣傳影響)等問題外，用環境主義者熟悉的方式來說，這更是讓

根本就沒有支付能力的自然物毫無發聲的機會(Wenz, 1988)。而除了上述國外

文獻所舉例的內容之外，臺灣社會其實也同樣存在著在「尊重生命」與「促進

社會正義」之間具爭議性的環境問題。例如：原住民的狩獵活動曾遭遇到動物

保護團體以殘忍虐待動物之名抗議。東部居民期待能有平安便捷的道路，但相

關道路的開發卻有破壞珍貴生態之虞。許多鄰近森林地區種植水果的農民，會

遭遇保育類動物臺灣獼猴採食作物，然而關於是否能夠殺害獼猴以保護財產，

卻同樣遭遇動物保護上的爭議。 

環境教育裡常見的一種面對此類棘手議題的方式，就是盡可能地去揭露

各種相關意見，或用一種常見的方式說，就是讓該議題的利益關係人

(stakeholders)與其利益都在學習者面前被展示出來。然而，按照我們前面對環

                                                
5 《世界人權宣言》第十七條針對財產指出：「人人得有單獨的財產所有權以及同他人

合有的所有權。 任何人的財產不得任意剝奪。」第二十三條針對工作則指出：「人人

有權工作、自由選擇職業、享受公正和合適的工作條件並享受免於失業的保障。」(UN, 

19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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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教育發展脈絡的回顧，環境教育按著它的使命，將無法只是滿足於資訊的傳

遞而已。因此，Knapp (1999)認為環境教育不應該只是停留在一種羅列各種想

法的層次上，他認為這樣的教育最終是需要提出立場的，或者說是需要建立立

場的。同樣的，被譽為現代環境教育奠基者之一的澳洲環境教育學者 Russell D. 

Linke，也曾這樣闡明環境教育的本質： 

對生活品質關懷的提升與投入環境自然資源保護的承諾，這

兩者都是環境教育的獨特特質，它們也都是情意的特質，[它們]更

關連於一種一般的哲學而非某種層次或領域的知識。因此，環境教

育是被它企求發展的那種態度所定義的，而不是由相關的認知能力

所定義的。正如同 1972 年 IUCN 在自然資源保護教育會議上所表

達的那樣，在定義環境教育的終極目標上，『態度』是關鍵字。……

環境教育的行為目標不同於其他學科領域，因為它們反映的不只是

知識能力，還包括了與自然資源保護目標一致的一整套態度特質。

(Linke, 1993, p.86) 

二、對於發展作為環境倫理教育的環境教育所需之專業

能力的建議 

然而，環境教育要如何實現在引導人們走向一種合適的人與環境的關係

上的使命呢？或者換一種方式來問：在這些棘手的環境議題下，環境教育者需

要具備關鍵的專業能力是什麼呢？針對這個問題，Mappin 與 Johnson (2005)為

我們指出了一個方向，那就是讓教育者引導學習者去探索、評價那些在不同立

場背後提供支持的倫理學。關於這麼做的好處，我們可以從學者沈清松(2004)

對倫理教育的討論中擷取到更清楚的想法，即這樣一種與倫理相關的教學，若

能更進一步地從倫理學理論與其提供的判準來進行反省，將會使得其得出的結

論「具有倫理學意義，不會隨著具體情況而改變，不會因著時代的變遷而失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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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義」(p.194)。事實上，那些長期以來在倫理學領域裡已經被倫理學者反覆辯

論過的道德主張以及其豐富的討論成果，對於教育者與學習者將其應用在所面

對的議題上，並從事更深刻的思考與反省，都是大有助益的。 

關於這點，美國環境倫理學者 Peter S. Wenz 的重要著作《環境正義》

(Environmental Justice)已清楚的揭示自由主義、效率理論、人權理論、功利主

義，以至於動物權利理論、生物中心主義倫理與生態中心主義倫理等倫理主張

在面對實際的環境議題時，各自具有什麼樣的優點與缺點。憑藉著倫理學領域

裡豐富的思辨資源，面對棘手環境議題的教育者與學習者就能夠站在這些環境

倫理學者的肩膀上，對其議題有更透徹的認識與反思，從而能夠做出更穩妥的

判斷。若以前述原住民狩獵活動遭受到動物保護團體抗議之爭議為例，透過環

境倫理學的視野，能夠使我們辨識出動物保護團體著重於動物「個體」苦樂利

益的倫理觀點，以及原住民狩獵活動背後可能承載的一種關懷動物「物種」利

益的倫理觀點之間的根本差異。而我們若對前者進行理論上的探究，則會發現

它在重視個體利益的情況下，其實也面臨著「我們是否也需要前後一致地阻止

野生動物自然的掠食行為，以減少被捕食動物的痛苦」的難題(Wenz, 1988, 

pp.197-198)。而關於後者， Scruton (2000)則觀察到，雖然狩獵需要犧牲個體，

但在許多傳統文化裡，這樣的犧牲卻維持了人們對該物種的崇敬，從而使人們

願意保護同屬於該物種的其他動物個體，而不致於趕盡殺絕。藉著這些初步的

討論，我們能夠更進一步地去思考哪一種理論，以及隨之而來的實踐會是合適

的：我們縱然看到單單關注動物個體的難處，但我們也應當冷靜地評價這種對

於動物個體的同情心在人類社會中可能存在的益處。並且我們也能回頭來檢視，

在那些實際的狩獵活動案例中，它們是否體現了上述那種富有價值的傳統文化，

或者是作為文化復建的一個過程，並同樣冷靜地評價它。像這樣的探究，僅是

藉著環境倫理理論來思考爭議性環境議題的一個簡單範例，但它確實有助於將

學習者帶往環境教育所期待的、建立合適的價值觀目標。 

也就是因為這種好處，所以沈清松(2004)特別提醒倫理相關教學領域的教

育者，光是靠自己直覺式的道德經驗來進行與倫理相關的教學是不夠的，他認

為此領域的教育者「應逐步增加自己對於基礎倫理學的知識」(p.208)，「應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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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教學]內容盡量提升到倫理學的高度。……一些基本的道德理論，仍應該加

以了解，以作為判斷的標準」(p.196)。而事實上，此領域的教育者之所以需要

培養這種專業能力還有另一個更加務實的原因，那是因為「個人和團體對於倫

理道德立場和價值的決定，通常都不自覺的假定了某種倫理學理論取向。……

倫理教育有必要對這些理論加以討論，如此一來……[學習者]才能更有自覺地

了解、實踐或改善其立場和價值觀。」(沈清松，2004，p.218-219) 

總而言之，當環境教育者開始如 Jickling 等人意識到環境議題裡存在著道

德難題，並且這些難題其實很難有一種所謂的「簡單答案」(Jickling et al., 2006, 

pp.17, 19)，即無法輕易得出一種我們能夠在道德上稱為正確的選擇時，踏在環

境倫理學家的研究成果上面繼續前進，以及把學習者帶進環境倫理學的討論裡，

將避免停留在各說各話，或給出「想當然爾」的簡單結論之可靠方法。為能呼

應上述觀點，教育部在 2008 年公布環境教育課程綱要，指出環境教育的學習

主題，乃是包含了環境權、環境正義、人類中心倫理、動物權、生命中心倫理

與生態中心倫理(教育部， 2008)。根據上面的討論，我們要肯定這份課程綱要

所提供的是一種對於環境教育作為環境倫理教育的本質富有洞見的指引，然而

我們必須將這指引以及前面討論裡，歸結得出的建議真正落實於實際的環境教

育教學。換言之，我們應該避免環境倫理成為環境教育裡的一種純粹知識性的

內容，而應當認識到它在思考與評價實際環境議題上具有的重要性，如此才回

應了環境教育期望解決問題的歷史性角色，也才能夠真正地面對存在真實世界

裡的各種棘手議題。 

參、作為環境倫理教育的環境教育所面對的挑戰 

一、以人類中心主義為主流的現代環境教育與其挑戰 

既然環境教育的本質是一種環境倫理教育，那麼就很難迴避來自環境倫

理領域的一系列挑戰，特別是以非人類中心主義倫理所發出的挑戰最為艱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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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我們之所以可以這麼說，乃是因為現代環境教育在其發展歷史中主要抱持的

環境倫理立場是偏向所謂的人類中心主義倫理。我們在之前已經提過，作為現

代環境教育先聲的《人類環境宣言》是一個明顯地立基於人權理論所展開的主

張。當它在宣告「為了這一代和將來的世世代代，保護和改善人類環境已經成

為人類一個緊迫的目標。……呼籲各國政府和人民為著全體人民和他們的子孫

後代的利益而作出共同的努力」(UNEP, 1972)的同時，就清楚表明了它的核心

關懷乃是在於人類自身。而這種關懷人類自身福祉利益的倫理立場被現代環境

教育運動所繼承且成為主流。我們不但可以從《貝爾格勒憲章》認為「世界性

的環境教育計畫將要發展新的知識、技術、價值觀與態度，以為著現在與未來

要生活在環境裡的世代，朝向一個更好的環境品質同時也是一個更高的生活品

質邁進」(UNESCO & UNEP, 1975)的主張中，讀出這樣的立場，我們也可以在

《伯利西宣言》裡看到對「為著當下與未來的世代來護衛與改善環境」

(UNESCO & UNEP, 1977, p.24)的主張的重申。至於在主張人類美好未來將仰

賴於「永續發展」 的《我們共同的未來》報告裡，我們也可看出其核心關懷

乃是聚焦在人類福祉利益的傳統傾向：「永續發展是能夠滿足當下[世代]需求，

而又不會危害到未來世代滿足其自身需求的能力的發展[模式]」(WCED, 1987, 

p.43)。而這種傳統傾向 在 1992 年首次地球高峰會提出的《里約環境與發展宣

言》裡，又再次表達出「人類是永續發展所關注的核心」 (UNCED, 1992b) 的

宣告。而事實上這樣的態度正可以和《人類環境宣言》裡所說的「就這世界上

的一切事物來說，人是最為寶貴的」(UNEP, 1972)彼此呼應，並且從某個意義

上說，它們也能為現代環境教育數十年來的環境倫理立場定調。 

然而，即便現代環境教育位居主流的人類中心主義倫理，曾經在國際政

治上取得過勝利，並不意味著它就能夠免於質疑。對此，紐西蘭環境倫理學者

Richard Sylvan就曾經試著以幾種想像來指出人類中心主義倫理的侷限。首先，

在「最後一人」的例子裡，Sylvan (2003)假設地球上只剩下一個人，在他之後

不可能再有其他人類存在地球上，那麼，如果這個人盡其所能地去消滅所有的

生物，從人類中心主義倫理的角度來說，我們不能說他在道德上是錯誤的，因

為按照他設想的人類中心主義倫理，自然事物之所以能夠得到道德上的考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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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是因為它們關係著人類的福祉利益的緣故。舉例來說，保護生物多樣性之所

以重要，是因為生物多樣性之於人類可能具有科學價值與經濟價值；保護森林

與河川之所以重要，是因為它們關係著人類的生活品質。而當我們進入到

Sylvan 的假設裡時，就因為那個人無論再怎麼樣消滅生物、破壞自然，都不會

也不可能有其他人的福祉利益因此受到損害，因此他的行為便是道德上無可究

責的。 

此外，Sylvan (2003)還把「最後一人」的假設擴大為「最後的人們」的假

設：倘若有一群人，他們因輻射影響而失去生殖能力，成為地球上最後一群人

類，無論他們對野生動物進行實驗、將海洋裡的魚類清除、對沙漠土地採取密

集耕作、讓所有的森林與礦藏因著開發而消失，根據人類中心主義倫理，他們

都可以這是他們的重要利益──排遣人類滅絕前的無聊時光──為由而得到

道德上的許可；並且也就因為這些作為不會也不可能妨礙到未來的人類，於是

能夠被視為正當的。其實，在 Sylvan 這些看似極端但在倫理學討論裡常見的

想像裡，他是在批評一個完全由人類來決定自然事物價值的世界是多麼地荒謬，

並且身在其中進行評價的人類，又顯得多麼地武斷和霸道。Sylvan 的這些想法

發表在他 1973 年的一篇著名文章〈需要一種新的『環境倫理』嗎？〉裡，而

該篇文章發表的時代也正是環境倫理學萌芽發展的時代。當時，有許多環境倫

理學者開始循「傳統的人類中心主義倫理存在著缺陷」的方向，對這種倫理立

場提出了尖銳的反省和挑戰。以下我們還要更進一步地以動物解放/權利運動

和生命中心主義倫理為例來思考這些挑戰。 

二、來自動物解放/權利運動的挑戰 

我們之所以必須重視動物解放/權利運動對於人類中心主義倫理以及以

其為主流的現代環境教育的挑戰，乃是因為這運動在現實世界裡的實質影響力

已經不容小覷。舉例來說，在教導學習者要尊重與關心動物的教學內容裡，教

育者通常會以「因為動物與人類一樣也有寶貴的生命，牠們在大自然裡也具有

重要的價值」作為說服的理由。然而，現在越來越難讓人啟齒的一件事，卻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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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是說出「動物有寶貴的生命，只是人類的生命價值要比牠們來得更高」。

雖然現實上大部分的人都相信且在其實際生活中貫徹這樣的想法(例如人們以

動物作為食物)，但當我們這樣聲稱的時候，卻很容易被誤解為展現出唯獨高

舉人類價值的驕傲自大態度，是一種對非人類動物的歧視，是在反對尊重非人

類動物。美國民間智庫探索研究所的資深研究員、研究動物權利與解放運動的

學者 Wesley J. Simth 在北美就實際碰到了這樣的情況，即當他在加拿大的一所

高中演講時，他就遇見一位怒氣沖沖的女子向他表示「兔子的生命與人的生命

是平等的」。又當他在接受洛杉磯電台訪問的時候，主持人也和他分享，她的

兒子從學校回來後就堅持狗與人是平等的(Simth, 2012, pp.101-102)。事實上，

諸如此類高舉著動物道德地位的想法，都已經慢慢地出現在教育環境裡，導致

過去人們生活中利用動物的諸多作為，如今都逐漸遭到質疑與反對。 

我們可以國際知名的道德對待動物組織(People for the Ethical Treatment of 

Animals [PETA])在 2003年與 2005年針對兒童所出版的漫畫來說明這種思潮的

進展。這兩份分別訴求著反對皮草與反對釣魚的漫畫標題為：「你的媽媽殺死

動物！」與「你的爸爸殺死動物！」。其中後者的內容是這樣對兒童說的： 

想像有一個人在你面前搖晃一塊糖果，你喜歡糖果所以你伸

手去拿，但當你拿到糖果時，一個巨大的金屬鉤子卻戳穿了你的手，

你從地上被吊起來，……你真的會覺得很恐懼，不是嗎？……但猜

猜怎麼著，你的爸爸是以同樣邪惡的陷阱在對待魚，而魚同樣感到

恐懼！……你應該教導他釣魚是殺害，而殺害是錯的。在你的爸爸

學到殺害並不『好玩』之前，讓你的小狗與小貓與他保持距離，因

為他是如此熱中於殺害不設防的動物，而牠們可能是下一個！

(PETA, 2005) 

然而我們必須認識到的是，此類動物保護團體的基進(radical)用詞與態度

並不是師出無名，他們有從1970年代就逐漸發展起來的倫理學理論作為支持。

其中，如澳洲倫理學者 Peter Singer 就要嘗試讓我們相信，如果公平正義是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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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對於每個利益擁有者的利益都給予平等的考量──即我們不會因為膚色、

智力、體力、道德能力的差異而認為某些人的利益比另一些人來得更重要

(Singer, 2002)，正如同我們不會認為一位白人所擁有的利益比一位黑人所擁有

的相同利益更重要。如果我們也都承認種族主義與性別主義是錯誤的，我們就

不應該單單因為在「物種」上的差異而把動物的利益看得比較低，或者排除在

我們的道德考量之外。他曾直截地主張： 

對於利益的平等考量原則的本質是，在道德考量裡，我們對

於所有被我們行為所影響的類似利益，都賦予其相同的重要

性。……[換言之，]利益就是利益，無關乎那是誰的利益。(Singer, 

2011, p.20) 

Singer (2002)認為，動物當然也有利益，牠們的利益裡最明顯的就是感受

痛苦與享受快樂的利益，並且既然這是利益，我們就不能夠僅僅因為牠們與我

們分屬於不同的物種而有差別待遇。反過來說，僅僅因為一個人屬於「智人」

這個物種，以至於他與某隻動物的類似利益就有了高下之別，這在 Singer 眼裡

就好像是說一個人僅僅因為他是白人，所以他的利益就比其他膚色的人的類似

利益要來得更重要一樣，都是在倫理學上站不住腳的「胡扯」。他曾對那些試

著從倫理學上為「人的道德地位總是比非人類動物要來得高」尋找理由者， 提

出這樣的批評： 

[哲學家們]看到區分人類與動物的道德[地位]鴻溝[的普遍

現象]需要某些[理論]基礎，但[他們]卻無法在人類與動物之間找

到任何具體的差異，能夠支持[這樣的道德地位鴻溝]但又不損及人

類[之間]的平等性，[於是，]這些哲學家們傾向於胡扯。他們訴諸

誇大的措詞諸如『人類個體的固有尊嚴』。他們談論『一切人類的

內在價值』……如同所有人……都擁有某種未被詳細說明的價值，

而這是其他存有所未擁有的。或者他們會說人類、並且只有人類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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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目的自身』，以及『人以外的所有事物都只能因著人而有價值』。

(Singer, 2002, p.238) 

此外，他又更進一步地說： 

只要我們詢問為何所有人類──包括嬰兒、智能障礙者、犯

罪且有犯罪之虞的精神病患者、希特勒、史達林以及其他人──都

擁有某種尊嚴或價值，是大象、豬或黑猩猩所永遠得不到的，我們

就會看到這問題將難以給出答案，並也難以作為我們起初尋求的、

合理化人類與其他動物之間的不平等的某些相關條件。(Singer, 

2002, p.239) 

以人類中心主義倫理為主流立場的現代環境教育所要面對到的挑戰，不

僅是在關心人類福祉利益之餘去關心非人類動物的利益而已了。動物解放/權

利運動最響亮的訴求，是要求所有人像對待他們的人類同胞那樣，平等地考量

和對待非人類動物，是廢除利用動物的素食主義。而這些變革乃直指環境教育

是引導人們走向人與環境之間合適關係的任務而來。面對這樣的批評，作為環

境倫理教育的環境教育究竟是應該擁抱動物解放/權利運動的主張，毅然決然

地放棄自己擁抱以久的人類中心主義倫理，還是能夠對這運動做出什麼樣的回

應呢？這正是現代環境教育所要面對的一大挑戰。 

三、來自生命中心主義倫理的挑戰 

同樣棘手的挑戰也來自於呼籲人們要把自然事物納入關懷裡的環境倫理

主張，即當 Singer 已嘗試將那應當被人們重視的「利益擁有者」身分，從我們

習以為常的人類延伸到非人類動物身上時，美國環境倫理學者 Paul W. Taylor

則是更進一步地要將它延伸到一切生物身上。他認為現代的生物學知識已表明

一切生物都有屬於牠/它的福祉，其生命都能夠變得更好或更壞；換言之，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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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確實存在著對牠/它們而言是「有利」或「有害」的事物與對待(Taylor, 2001) 

──無論這生物有沒有意識到這件事情。Taylor 以樹木為例，雖然樹木並沒有

知識、慾望或感覺，但它確實可以因為人類的作為而被傷害或得到益處，於是

他稱「這就是樹木自身的福祉」(Taylor, 2001, p.102)。而 Taylor 認為，我們的

倫理道德不允許我們對生物明顯擁有的福祉視而不見，因此他這樣宣告： 

道德考量的原則如此規定，[我們]對於每個自身擁有福祉的

實存應當給予尊敬，……在這個意義上，我們視任何有機體、物種

族群、或生物群體為擁有固有價值的實存，我們相信牠/它不應該被

僅僅視為一個東西──其全部的價值〔僅〕在於作為實現其他實存

的福祉的工具──而被對待。(Taylor, 2001, p.102)  

但如果只是呼籲要將一切生物納入我們的道德考量，這對經歷過生態學

運動與現代環境保護運動洗禮的人們來說，確實是一件值得肯定的好事，但問

題就出在 Taylor 所要求的是平等考量。他首先要鋪陳我們與其他生物的相似

性： 

我們不過只是許多物種族群裡的一種。……我們知道我們與

其他物種都起源於非常相似的演化過程，……遺傳、自然選擇與適

應的法則都同樣地運用在同樣作為生物的我們身上。在這樣的想法

裡，我們將自身視為它們的一份子，而不是與它們區隔開來。(Taylor, 

2001, p.105)  

接著，他基於相似性的論點，提出人其實沒有理由特別高舉自己道德地

位的呼籲，他說：「人類將某些物種貶抑為『低等』物種是傲慢的……我們不

應該認為我們自已是之於其他物種的、擁有特權的存有」(Taylor, 2001, p.106)，

對此他還指出：「那認為人類因其本質而比其他物種要來得高等的主張，是沒

有根據的主張」(Taylor, 2001, p.105)。他強調人之所以會認為自己比其他生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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優越，其實是因為「人類從全然的人類觀點主張人類的優越性，即是從一種將

『人類的好』視為判斷標準的觀點」。他反問：「許多非人類物種擁有人類所

缺乏的能力。如獵豹的速度、老鷹的視力、猴子的機敏。為什麼這些不會成為

牠們比人類優越的明示呢？」(Taylor, 2001, p.108)。按照 Taylor 的想法，既然

人類優越於其他生物的想法是站不住腳的，於是他要指出： 

對於人類優越性觀念的反對……會得出它那積極的對應：物

種平等原則。這原則認為……所有的物種都擁有相同的[固有]價值，

物種將初步地被認為應當得到道德行動者的一種平等的關懷與考

量。……因為沒有一個比另一個更加優越(Taylor, 1986, p.155) 

我們幾乎可以說 Taylor 的這種基進想法不過是 Singer 的動物解放主張的

擴大版本，並且他們所緊緊抓住的一種關鍵的非人類中心主義信念就是：「在

那些我們能夠說人類有、而非人類動物沒有的特質裡，看似並不存在道德上相

關的特質。」(Singer, 2011, p.58)現代環境教育應當怎樣回應來自非人類中心主

義倫理所發出的挑戰呢？ 

四、生態中心主義倫理能回應對環境教育的挑戰嗎？ 

事實上已經有學者意識到環境教育領域面臨著非人類中心主義倫理挑戰

的這個問題(Bonnett, 2013; Disinger, 1990)。或許有人認為擁抱生態中心主義倫

理會是一種解決之道。而生態中心主義倫理中最容易被人們所接受的，大概就

是被譽為環境倫理學之父的美國環境倫理學者 Holmes Rolston III 的生態倫理

(ecological ethic)了。他的生態倫理之所以能夠得到廣泛的支持，一部分原因是

出於他在經典著作《環境倫理學》裡非常詳細地論證了人類以外的生物的內在

價值，以及生態系統的系統性價值(Rolston III, 1988)，這是指生態系統所具有

的合作、共生、多樣、複雜、進步的適應性、奇蹟似的創造性、支持生命的發

展趨勢，乃具有獨立於人類評價的客觀價值。而當這些藉著 Rolston 那漫長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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累積性的說服所呈現出來的客觀價值，與他在其生態倫理裡所做的「人們應當

保護價值」的這個假設(Rolston III, 1988, p.231)彼此結合起來時，就產生出一

個不僅以人類的評價來決定一切事物道德價值，並支持應當保護人類以外的自

然物(包括生物與生態系統)，從而得以擺脫某些對人類中心主義倫理的猛烈批

評的嶄新的環境倫理理論。當然，就現實上來說，Rolston 的生態倫理之所以

能夠得到廣泛支持還有另一個更重要的原因，是因為生態倫理裡存在著一個既

能符合我們的生態學常識，也不會對人類社會提出劇烈變革要求──好像動物

解放/權利運動或生命中心主義倫理支持者所要求的那樣──的價值階層結構。

關於這個價值階層結構，Rolston 曾這樣描述： 

非生物事物(如河流、岩石、山脈)擁有極小的、但是最基礎

的內在價值，……植物與無感覺的動物(如草、阿米巴原蟲)在個體

上擁有比前者更多的、但仍舊是較為微弱的內在價值──這微弱是

對比於其集體地在群體裡扮演的重要的工具性價值角色，……有感

覺的動物(如松鼠、狒狒)在個體上擁有越來越多的較強的內在價

值， ……人類在個體上擁有最大的內在價值，但在生物群體裡卻

只有極小的工具性價值。(Rolston, 1988, p.223) 

根據這價值階層結構的排列，動物之所以可以利用大量的植物生命來維

持自身的生命但仍舊在道德上是合理的，那是因為植物的內在價值低於動物的

緣故。同樣，人們之所以可以利用大量的動物生命，來維持自身的生命，但仍

舊在道德上是合理的，則是因為人的內在價值高於非人類動物的緣故。雖然

Rolston 的生態倫理呼籲我們應當尊敬與關懷動物與植物所擁有的客觀的內在

價值，但卻沒有否定人類可以利用牠/它們。生態倫理並不會主張殺一隻黑猩

猩與殺一個人是同樣嚴重的事情，也不會主張一棵樹獲得所需營養的利益與一

個人獲得所需營養的利益，兩者必須被平等地考量。更簡略地說，生態倫理沒

有要求人們廢除對於動物的利用，也沒有要求人們採取素食主義。它確實呼籲

人們應將他們的道德考量範圍進一步地擴大到一切的生物，甚至還包含了整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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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態系統，但並沒有讓生態倫理在現有的人類社會運作方式裡，顯得突兀而滯

礙難行。 

Rolston 之所以能夠主張人的價值和隨之而來的道德地位是高於所有生

物個體，端賴他對「人」在眾多的自然物之中確實具有一種明顯的獨特性──

並且這種獨特性能夠為人類贏得一種最大的內在價值──提出了說服。對此，

他是透過一連串對人類在使用觀念與概念上的能力、個體特質(individuality)、

擁有自我意識與自我反思能力上，以及道德能力上的獨特性的說明，嘗試說服

我們確實不能夠認為人類「不過只是一種動物」。首先，就使用觀念與概念上

的能力來說，他指出人類除了擁有能夠創造一個新的句子並理解它、無限擴大

它的獨特能力(Rolston III, 2008)之外，人類在使用「象徵」以及思考形上學上

的能力也是獨特的(Rolston III, 1988)。其次，他指出人類還有一種活出屬於個

人的個體特質的獨特能力(Rolston III, 2008)。而能夠淺顯地解釋此一意思的，

是我們所熟悉的「人生好像一張空白畫布」的比喻，人所具有的獨特能力，即

是指人能夠在這張畫布上按著自己的意思塗塗抹抹，他能夠按著自己的意思為

自己編寫一卷獨特的「自傳」(Rolston III, 2008, p.140)。 第三，他指出人類在

擁有自我意識與自我反思能力上具有獨特性，Rolston 列舉了許多動物所無法

做到，但對人來說卻是再平常不過的事情： 

動物不會感到羞愧或驕傲；牠們沒有苦惱憂慮。牠們不會因

為工作順利完成而感到興奮，為了失敗而推卸責任，擁有認同的危

機，或者欺騙自己以躲避自責。牠們不會在一種違反道德的社會實

踐面前決定加以反對，並且在重新形塑牠們的社會的理想上因公民

不服從運動而付上代價。牠們不會在飯前謝恩。牠們不會在愛、信

仰或自由裡行動，牠們也不會被罪惡役使或尋求原諒/救贖。牠們不

會做出信仰的表白。牠們不會認為那世界總的來說是荒謬的而因此

喪氣。牠們不會在「漆黑的草原」上迷失(Matthew Arnold，《多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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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濱》)5。牠們不會擔心牠們是否擁有靈魂，或者是否靈魂會在牠

們死後繼續存在。牠們不會為真理而感到痛悔。(Rolston III, 2008, 

p.144) 

正是人獨特的自我意識讓他可以意識到自己，以及認識到自己的同一性

(identity)，他擁有一個專屬於自己的歷史(Rolston III, 2008)，他還知道自己是

怎樣被其他人評價，以及按著這評價被對待──例如人會知道別人是尊敬他或

輕蔑他，而且他還會對這評價與對待有所期待，且因此受傷害，但非人類動物

卻不會這樣(Rolston III, 2008)。最後，Rolston 指出道德能力是人的各種獨特性

裡最為明顯的，他認為： 

道德是獨特地屬於人類天賦的產物，是一種我們社會行為的

現象。『要成為道德的』即是得自於對那經過深思熟慮的對錯原則

進行反思，並在面對誘惑時，[還能]據此原則來行。這既是對所有

的人類生命是可能的，也唯有對人類生命來說是可能的，我們才會

期待與要求人做出道德的行為，並且在行事時負起責任。……這樣

的事實在人類那值得尊敬的地位上顯得突出。(Rolston III, 2008, 

p.148) 

換一種方式來說，Rolston 認為人類世界與動物世界之所以在運作方式上

有如此巨大的差異，前者所獨有的道德能力既是一大關鍵，並且這也正是人類

之所以擁有一種超乎其他生物個體之上的特殊道德地位的重要原因。 

然而，雖然 Rolston 已經努力地對人的獨特性作了許多的陳述，但他卻始

終面臨到如前述非人類中心主義倫理所提出的那個難纏的質疑：「為什麼在人

身上所表現出來的這些獨特而優越的特質，就會是道德上相關的呢？」這就好

                                                
5
 在 Arnold 的這首詩裡，「漆黑的草原」意味著詩人面對著這個悲喜無常的世界的無助

徬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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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 Taylor 說過的：「為什麼其他非人類動物擁有的獨特性不能為它們贏得更高

的道德價值呢？」(Taylor, 2001, p.108)如果這樣，他們將也能夠問：在人類個

體之間普遍存在的那種獨特性與優越性上的差異(例如智力、身體力量、道德

能力)是否也能夠是道德上相關的呢？倘若這些個體上的獨特性與優異性也能

夠帶來特殊的道德地位，那麼 Rolston 的生態倫理似乎要蒙上至善論

(perfectionism) 的陰影了──即我們似乎也應當將較高的道德地位，歸給那些

智力較高的人們，當他們與一般人遭遇到利益衝突時，前者將能夠得到更多的

考量。初步來看，Rolston 的生態倫理在面對非人類中心主義倫理的挑戰時，

仍有需要補充或修正之處。 

肆、結語 

學者 Disinger 曾中肯地說過：「生態中心與人類中心世界觀的差異，是

重要而未被解決的。[然而]許多環境教育者卻難以認定，他們在生態中心至人

類中心的連續體之中的位置」(Disinger, 1990, p.5)。而這樣的認識若放在以人

類中心主義倫理為主流的現代環境教育與其所面對的非人類中心主義倫理的

挑戰，以及隨之而來的兩方的拉扯上，應當也是同樣適用的。然而，當環境教

育要回應這些挑戰之前，必須從自身發展歷史以及環境教育學者的回顧與反省，

以及爭議性環境議題裡，先重新認識其作為環境倫理教育的本質，進一步從倫

理學理論進行分析與評價的專業能力。相信唯有如此，現代環境教育才有可能

回應非人類中心主義對其提出的批評。現代環境教育究竟應該站在什麼樣的環

境倫理理論基礎上繼續前進呢？Aldo Leopold 在半個世紀前曾經詢問過類似

的問題，而這個問題如今仍需要被積極地探問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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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essence, environmental education is a kind of education on environmental 

ethics. We could recognize this not only from the significant conferences, literature 

on the historical development of modern environmental education and the arguments 

of scholars in this academic field, but also from its basic mission to resolve 

controversial environmental issues. In order to accomplish its mission, 

environmental education must advance the professional competency of moral 

analysis and evaluation based on environmental ethics. However, as we identify the 

essence of environmental education, the education itself is confronting the 

challenges of animal liberation and rights movement and biocentric ethics due to its 

anthropocentric roots over a long period of time. Regarding this, this study aims to 

investigate into the reasons as well as the follow-up difficult problems about 

environmental education adopting the ecocentric ethics and an “ecological ethic” 

advocated by Holmes Rolston III, as a response to the challenges. It can be 

concluded in this study that there is an urgent need for more investigation on 

environmental education referring to the basis of environmental ethics in the future. 

Key words: anthropocentric ethics, biocentric ethics, ecocentric ethics, ecological 

ethic, animal liberation and rights movement, environmental ethics education 

 

Journal of Environmental Education Research, 11(2), 2015 

 




	空白頁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