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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中) 

摘 要 一般人會將素食與宗教連想在一起，始於大乘佛教對於素食的推

廣。人類在不斷發展進步，飲食早已不再只是為了果腹、美味，而富有

營養是最基本的要求。近來一股新思潮的論述起於歐美素食主義。就生

態環境而言，實踐素食等同於護生，而這種護生的動機、方法、型態和

終極目的，也就等同於維護了人類本身的生存權益，進而維護了一切萬

物的生命尊嚴。在大環境下，這股力量與臺灣佛教素食的實踐與論述有

什麼的互動關係嗎？ 本文採用文獻分析法、歷史研究法、對話法等方法

來進行研究。本論文旨在探討臺灣佛教素食的演變，從佛陀在世時，為

了因應托缽乞食的宗教習俗，在避免傷殺眾生的考量下，他允許弟子食



用「三淨肉」。到了大乘佛法時代，托缽乞食的情形已有改變，認為眾

生都有佛性，一切眾生都可成佛，殺傷眾生不但是殺害未來佛，也有損

慈悲心，因此提出「食肉斷大悲種」的主張。佛教傳入中國，素食成為

中國佛教徒普遍的飲食習慣。佛教東傳臺灣，而臺灣佛教亦承襲了中國

佛教。素食主義無論是為了信仰、健康或環保，已成為二十一世紀的新

飲食潮流。本論文中透過對話，說明臺灣佛教素食與西方素食，基本上

都有相融合之處，進而論述臺灣佛教環保的一些具體實踐與可改進的建

議。  

摘要

(英) 

Abstract Vegetarianism has been tightly connected to religion since Mahayana 

Buddhism began to promote vegetarianism. With the continuous development and 

progress of mankind, eating no longer just serves the purpose of feeding families, 

but should also be delicious and nutritious as well. Thus vegetarianism has 

become a recent trend in Europe and the United States. Under ecological 

perspectives, practicing vegetarianism is equivalent to protecting animals, since 

the ultimate goals, motivations, methods and patterns serve the objectives of 

maintaining human rights and promoting the dignity of all things in life. Seen 

from this broader perspective, the question raises what role the practice of 

vegetarianism plays for Taiwan’s Buddhist vegetarians? By means of analysis, 

historical research and dialogue discussions, this study seeks to explore the 

evolution of Taiwanese Buddhist vegetarianism. Starting with the lifetime of 

Buddha, reference is made to mendicant beggar’s religious practices, as Buddha 

allowed his disciples to eat “three Jingrou” to avoid injuring and killing living 

beings. Since the era of Mahayana Buddhism the circumstances of mendicant 

beggars have changed. It was believed that all sentient beings have Buddha-

nature, all beings can become Buddha. Moreover, killing sentient beings might 

include killing future Buddhas and also be detrimental to human compassion. 

Therefore, the claim of “Dabei kinds of meat off” has been proposed. 

Vegetarian diet became a general lifestyle of Chinese Buddhists after Buddhism 

was introduced in China. Later the tradition of Chinese Buddhism was carried to 

Taiwan. Whether it is for the sake of faith, health or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vegetarianism has become a new diet trend of the 21st century. Finally, this study 

not only shows a similar integration of Taiwan's Buddhist vegetarianism and the 

Western one, but also discusses some of the specific aspects of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in Taiwanese Buddhist practice and offers some suggestions for 

Buddhism in Taiwan . Keywords: religion and ecology, Buddhism in Taiwan, 

vegetarianism, Buddhist vegetarianism, Western vegetarianis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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