皮囊之下
新兴驴皮贸易及其对驴只权益和
人民生计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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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想想，如果有一天你清早醒来，发现镇内或村内
所有汽车的引擎和车轮都被人抢走，情况会变得怎
么样？ 没有车辆，表示你和你的社区都失去了运输
工具。 一切我们认为是理所当然的行程，例如上
学、每天上班，或者前往餐厅，顷刻变成极之艰巨，
甚至不可能的任务。
最近，在坦桑尼亚的农村社区正正上演着相同的一
幕，但他们所损失的珍贵交通工具，并非汽车，而是
驴只。 村民一早醒来，发现他们 24 只每天辛勤工
作的动物，在一夜之间被人统统杀害，并剥掉了牠
们身上的毛皮。 对于这个社区而言，这敞遭遇绝对
是沉重至极的打击；而对于每天刻苦耐劳的驴只来
说，如此牺牲绝对是悲无人道。
今天，全球驴皮贸易对驴只的权益和世界各地人民
的生计带来广泛影响，这个事例仅仅是冰山一角而
已。 现在市场对驴皮的需求非常强劲，而作为珍贵
中药“阿胶”的关键成分，驴皮的价格亦不断飞涨。
世界上正处于危机的社区因而越趋贫穷，并逐渐失
去自给自足的能力。
我们的报告将会揭示全球驴皮贸易的惊人规模，以
及生产如何赶上产品不断增长的需求。 我们不能任
由人们继续践踏驴群，更绝不能放纵他们肆意剥夺
这些社区唯一的生存工具。 为动物和人们的福祉着
想，我都必须采取行动，遏止这种贸易的肆虐。

马克．贝克
行政总裁

The Donkey Sanctuary | 皮囊之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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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介
全球的驴只种群数目约为 4400 万(1)，而由于驴只
在发展中国家中主要作为役用动物，因此与当地的
经济息息相关。 在社会、文化和经济上，驴只都在
社区内人民的生活和工作之中扮演着不同的角色。
作为一般家庭驯养的动物，驴只在传统上担当馱
運、骑乘、耕作和载运的重任，很少会用来娱乐大
众与生产食物。

这种贸易规模之大，足以令全球社会各界响起警
号。 动物权益的损害、农村生计的威胁，以及食
品欺诈行为，都成为全球媒体广泛报道的对象。
但到目前为止，有关驴只屠宰数量、贸易路线、产
品价格，以及驴只在宰杀前后的权益状况等重要
议题，都缺乏完整的证据，而可供参考的具体信息
更是寥寥可数。

虽然纵观历史，将驴只作为动物产品的事例屡见不
鲜，例如有典籍纪录古埃及人曾视驴肉和驴奶为珍
贵食财(2)，但驴制品在 20 世纪的消耗量始终非常
有限。然而在 21 世纪，市场对驴制品的需求却死
灰复燃。

本报告将会重点概述有关驴皮贸易的目前情况，并
在较小程度上概述有关的驴肉贸易的资讯。 (额外
信息可参阅 The Donkey Sanctuary 的新兴驴奶
产业报告。) 报告的信息均参考来自驴产品贸易活跃
国家的当地和国家媒体报道，以及由 The Donkey
Sanctuary 的全球合作伙伴网络所提供。 由于有关
保护驴只、驴主、主要贸易商和产品消费者的法例
實在很少，报告当中仅提供少量资讯，以供外部机
构评估和监察该贸易的大小和规模。

在过去三年，The Donkey Sanctuary 留意到市
场对驴产品萌生兴趣，当中以驴皮 (通常为兽皮)、
驴肉和驴奶最具价值。 全球对各种驴产品的需求
急剧增加，而且对以驴皮精制而成的优质产品特别
感兴趣。

致谢
The Donkey Sanctuary 在此衷心感谢来自世界各地的朋友、合作伙伴和同事，为本报告提供众多资
讯，以及致力为捍卫驴只权益而不断奋斗。 由于他们提供的信息属敏感性质，我们无法在此向所有投稿
者公开致谢，但他们的宝贵贡献仍然是功不可没。 我们会继续为合作伙伴提供支援，与他们一同应付
驴只权益所面对的全球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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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坦桑尼亚北部，马赛妇女每天都
会与她们的孩子收集饮用水，
并依靠驴只来长途运载重物。

驴只成为动物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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肯定，全球驴皮市场供不应求，因而导致价格飙升和
欺诈行为的出现(7, 13)。 中国市场需求之大，无疑令
全球有关驴只权益损害、盗窃，和驴只价格急增的
报导涌现。 驴制品因而变成炙手可热的珍品，当中
每公斤阿胶的价格更高达 375 美元。

www.thedonkeysanctuary.org.u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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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过去两年中最值得关注的，莫过于新兴的大规模
全球驴皮贸易涌现，估计每年交易最少涉及 180 万
张驴皮。 反过来说，驴皮的全球需求保守估计达
到 400 万张(7)，而根据报告引述，中国的驴皮需求
上限为每年 1000 万张(8)。 驴皮一般用于精制传统
中药“阿胶” (亦称为“Colla corii asini”或“驴皮
胶”)，制法是从兽皮中提取驴胶作为主要成分，再
混合草本植物和其他材料，制成凝胶棒、丸剂或补
充剂(9)。 阿胶这种药物源远流长，并曾被推举为皇
帝御用的食品。 阿胶一般声称具有众多健康功效，
包括抗衰老、增加性欲，和减低妇女患上生殖器官
疾病的风险。 而在许多已出版的哺乳类动物模式
科學研究中，科学家都指出阿胶具备显着的健康益
处(9 – 11)。 例如 Wang et al.(9)在报告指出，
“Colla
corii asini (阿胶) 可透过增强抗氧化活性、净化自
由基，以及调节与衰老相关的基因表现来抑制衰
老过程”
。 同样地，在确定阿胶的微量元素基础
后，Wu et al.(10) 得出结论，指阿胶“可对因接受放
射治疗或化疗而受骨髓抑制之苦的癌症患者带来
特别益处”
。 由于中国对验证传统中药的作用模式
与提出成功例证甚感兴趣，使许多有关 Colla corii
asini 的研究应运而生，并获得各界广泛评论。 尽管
报告中所提及的部分资料可能存在争议，但同业评
论期刊却提出了言之成理的益处(12)。 随着中国中
产阶级的财富增长和迁移，以及阿胶功效受到明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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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驮畜，驴只的功用在几个世纪以来都没有太大
改变。 驴只继续担当传统角色，负责将商品运到市
场、耕种土地、拿取和背负家庭必需品，以及拖动
卡车(3, 4)。 然而纵观历史，驴只这种驯养动物也曾
经用作生产制品，以供人类消费之用。 在多个世纪
以来，驴制品一直受人们追捧，例如古埃及人视驴
肉和驴奶为珍贵食财(2)。 即使到了近代，非洲的一
些族群仍然会吃驴肉，视之为廉价和易于获取的动
物蛋白来源(5)。 直到最近，非洲人依然会宰杀驴只
食用，而原因大多数是由于驴只太老或无法继续工
作。 在中国某些地区，食用驴肉仍然是非常受欢迎
的传统，而且驴肉是非常珍贵的食材，价钱相应昂
贵(6)。 相反，在世界上许多社区，食用驴肉或使用驴
产品却是一种禁忌。 这种厌恶可能是基于地方文
化或宗教理论，例如在穆斯林信仰之中，驴肉被視
為是“Haram”(被禁止的)(5)。

数百张驴皮在阳
光下晾晒，是阿
胶生产过程的一
部分。 全球的
驴皮需求量约为
每年 400 万至
1000 万张。

新兴驴皮贸易

中国的驴群
随着中国的阿胶需求急剧上升，根据中国农业部门的
报告，驴只数量正急剧下降，从 1990 年估计的 1100
万头减少至 2014 年估计的 600 万头(1,17)。 虽然有些
农民试图透过“养殖”驴只的方式应付上升的需求，但
由于驴繁殖力低，即使采用集约式饲养和人工授精等
技术，许多农民依然无法供应足够数量的驴只(18)。 事
实上，阿胶的生产者不继游说政府补贴和鼓励中国的
饲驴者，为阿胶市场带来供应，从而舒缓供应不足的困
境(3)。 同样地，他们亦试图透过人工授精和选择性繁
殖的方式，以提高繁殖和生产效率(19)。
驴皮供应和需求上出现如此落差，似乎促进了新兴全
球驴皮贸易，为全球驴只数量庞大的地区带来影响。
根据一些估计，中国对驴皮的需求量每年高达 1000
万张(8)，而全球每年供应量据报仅为 180 万张。显然
而见，驴皮市场正严重影响全球驴群的生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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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膠生产
一些中国企业专门生产和销售阿胶产品，当中以
1952 年创立的东阿阿胶公司规模最大。 这间公司
目前有超过 10,000 名员工，据报道每年生产超过
100 万张驴皮，并已在中国证券交易所上市(3)。 而

其他规模较小的企业和较综合型的中药制造商最近亦
纷纷加入这个有利可图的市场，无疑加剧了原料竞争
和食品与产品欺诈的风险。 阿胶的生产方式同样越来
越机械化，从屠宰、剥皮以及阿胶棒的生产，都采用了
现代科技。 例如在北京最近的贸易展览中，就展出了
一台自动阿胶生产系统，声称可透过节省劳动力的方
式降低生产成本(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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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膠市场
尽管驴肉和驴奶的消耗量不断上升，但似乎驴皮的
大量需求，才是全球驴只宰杀量上升的驱动因素。
中国阿胶以往是皇族独享的珍品，直至 20 世纪初
仍然非常流行。 期后，当地政府试图缩减阿胶的供
应，于 1994 年立法固定阿胶产品的价格，使阿胶
的供应量急剧下降(14)。 可是中国富裕中产涌现，大
大刺激了阿胶、犀角和老虎器官等名贵中药产品的
需求，这些产品的历史早已源远流长，流传了多个
世纪。 特别是自 2010 年，人们透过电视和互联网
营销阿胶，吸引了更多受消费推动的年轻受众(14)。
虽然中国是阿胶销售的主要市场，但全球对阿胶产
品的兴趣似乎逐渐增加。 有关伦敦中医商店出售
含阿胶成份产品的消息，获传媒焦点报导(15)，这些
产品更可透过 eBay 和 Amazon 等国际交易平台
自由交易。

阿胶的生产方式同样越来越机
械化，从屠宰、剥皮以及阿胶棒
的生产，都采用了现代科技。

非洲驴只的影响
非洲庞大的驴群，是驴皮贸易市场的主要目标。
近年中国和非洲国家的政治关系密切，例如中国
资助非洲联盟的建筑(21)，以及双方签订不同的
国家贸易协定，使中国成为撒哈拉以南非洲最大
的出口和发展伙伴(22)。 在 2016 年，中国来自撒
哈拉以南非洲的贸易占所有贸易约 25％，相比
1985 年仅为 2.3％。 而有关驴皮交易至中国阿胶
制造市场的报导更是不绝于耳。 几乎所有驴群数
量庞大的国家，都报导着有关市场驴只屠宰数量
增加的消息。 屠宰过程似乎分成两类：一类是合
法屠宰，由政府主导或批准的屠场进行(23)；

而另一类则为小规模的“非法野外”屠宰，当中通
常涉及盗窃驴只的行为(24)。 虽然驴皮多数是屠
宰驴只的主要目标产品，但根据报道，驴肉本身也
可能是种可谋利的产品(25)。 而由于食用驴肉会
涉及敏感的宗教问题，例如穆斯林信仰就视驴肉
为“haram”(被禁止的)(5)，令非洲的驴贸易变得
更为复杂，难以理解。 虽然马里等穆斯林国家主
张阻止屠宰驴只和营销驴肉和驴制品(26)，但她们
仍然与其他国家一样受经济压力影响，不得不开
拓驴皮贸易这个新兴的市场。

非洲驴只的影响

坦桑尼亚村庄内的 24 头驴只，在一
夜之间被人偷走、屠杀和剥皮，沉重
打击当地社区。 为此，The Donkey
Sanctuary 决定资助他们兴建安全围
栏，从而在夜间保护驴群。

非法屠宰

南非
南非的动物福利组织定期都会收到有关农村地区
的驴只遭到屠宰的报告。 国家防止虐待动物协会
理事会 (The National Council of Society for the
Prevention of Cruelty to Animals) 指出，
“驴只
是被人围捕/盗窃，然后被运到其他地方，残暴地剥
除皮毛”(29)。 当局最近就损害驴只权益的情况展开
调查，针对供应至中国驴皮市场的驴只在等待运送
和已运往屠场时的待遇，并成功向违反动物保护法
的人提出检控。 根据最近的案例，当局集中调查布
隆泉 70 头挨饿的瘦弱患病驴只，而驴主表示“他只
对出口毛皮到中国感兴趣”(29)。

© 照片由坦桑尼亚 MAWO 提供。

坦桑尼亚
在坦桑尼亚，也同样出现了大规模屠杀驴只的消息，
乡郊农村内的工作驴在一夜之间被人盗走(24)。 社
区内的民众正接受培训，学习如何妥善保护驴群。
而在 The Donkey Sanctuary 的资助下，他们正在
兴建安全围栏，从而在夜间保护驴群的安全。 从找
到的驴只尸体得知，盗驴者只夺去驴皮，其他身体部
分都统统丢弃。 而根据一些未经证实的报导，有坦
桑尼亚北部的驴只被人运到凯高西野生动物保护区
进行屠宰和剥皮，因为犯罪者在保护区内能轻易逃
过追捕 (据匿名人士的消息透露)。

由此做法可见，在坦桑尼亚内驴皮是如此炙手可
热。 可是，食用驴肉是这个国家部分群体的习惯 (
据匿名人士的消息透露)，而当地亦一直进行机械化
驴只屠宰，并获地方和国家政府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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埃及
有关偏远地区的驴只被非法屠宰的消息，在非洲各
地屡见不鲜。 最近关于埃及发现 250 头无皮驴只
尸体的报导(27)，就足以证明了问题的严重性。在这
些国家内屠宰驴只作为食材，在文化上一般被视为
不可接受的行为。 埃及的报导不但显示了驴只价值
不菲和价格显着上升，更揭示了来自中国“皮革”市
场的丰厚利润(28)。 埃及政府最近决定允许“药物”
用途的驴皮出口到中国(28)。

非洲驴只的影响

驴只尸体在政府批准的屠场闷烧。

政府允许的驴只屠宰
纳米比亚 、博茨瓦纳 ，坦桑尼亚 和肯亚 政
府都批准驴制品贸易，而更有报导指德布雷塞特和
阿塞拉地区都设有政府批准的驴只屠场。
(30)

(31)

(32)

(23)

埃塞俄比亚
埃塞俄比亚拥有非洲最大的驴群，估计约有 740
万头驴。 两座由中国拥有的大型驴只屠场分别设
于德布雷塞特和阿塞拉，但两者都仍然未开始投入
运作。 两座驴只屠场都是与埃塞俄比亚政府合作
建设的。 尽管政府已向公众发表了一份有关中国
驴皮贸易潜力的声明，但大众仍然对此存在意见分
歧，并持续争论驴皮交易到底是个贸易机会，抑或
是对依赖驴只的贫困社区所带来的威胁。 长远而
言，由于当地 83％的人民居于农村，并主要依赖驴
只运输商品 (据匿名人士的消息透露)，因此贸易将
为埃塞俄比亚带来社会和经济不稳。
肯亚
肯亚也设有大型的驴只屠场，当中位于 Mogotio
的屠场是由中国投资者注资 3.5 亿肯亚先令 (340
万美元) 兴建(23)，而位于奈瓦沙的驴只屠场则由当
地投资者注资兴建。 对于允许在境内营运驴只屠
场，肯亚国内的意见绝对是分歧的，因为在当地食
用驴肉被视为禁忌。 但由于许可证规定驴制品“只
供出口”
，似乎成功消除了如此顾虑(23)。 虽然在驴
只交易的问题上，肯亚地区和国家政府与群众争论
不休，但贸易所带来的数百个就业机会，以及直接
和间接税项，例如屠宰每头驴，就须向纳库鲁地方
政府支付 200 至 300 肯亚先令 (1.90 至 2.90 美
元) 税款(33)，这对双方而言无疑是非常吸引的。 纯
粹从宏观经济角度而言，据报肯亚政府在 2016 年
将皮毛的出口税由 40％ 提升至 80％(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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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基纳法索
根据报导，当地的驴只屠场严重侵害了驴只权益，
而屠场的环境问题更是非常差劣(35, 36)。 据国内政
府的报告估计，在 150 万头驴之中，有约 45,000
头驴在六个月期间遭到屠宰(4)。 由于如此屠宰量与
其所造成的驴只权益和屠场环境问题，加上驴只成
本翻倍 (由 2014 年的 75 美元上升至 2016 年的
135 美元)，政府不得不开始讨论有关屠宰法例的
议题。在 2016 年 8 月，
“内阁会议”决定禁止出口
(37)
驴只与其制品 。
尼日尔
尼日尔同样因为贸易规模而经历巨大的困境。仅是
2016 年的九个月内，已出口了超过 80,000 头驴，
相比 2015 年全年仅出口了 27,000 头(21)。 需求
上涨，导致驴只的成本上升三至四倍。 因此，尼日
尔政府已采取进一步措施，并宣布彻底禁止屠杀
任何驴只(38)。
加纳
虽然驴皮贸易在一些国家缺乏透明度，但也有其他
国家对此持开放态度。 根据有关加纳市场日的报
导，显示贸易商正以相当于每张 122 美元的价格采
购驴皮 (据匿名人士的消息透露)。 而来自加纳的报
导指出，中间人每天屠宰超过 200 头驴，而驴肉和驴
皮都是相当珍贵的商品，其中加纳当地更设有驴皮
市场(39)。 尽管如此，当地的兽医服务总监 (Director
of Veterinary Services) 最近宣布“未有批准任何向
公众供应驴制品的驴只屠场”
，以及“只有一间供应
毛皮出口的屠场获批准营运”(40)。
其他国家
驴制品贸易在许多其他非洲国家似乎都广泛流行。
根据报导，在博茨瓦纳、纳米比亚(41)尼日利亚(42)，
以及怀疑在津巴布韦和赞比亚，都出现供应驴皮和
驴肉的屠场。 驴肉和驴皮制品贸易在尼日利亚似
乎特别普遍。 当地不但有食用驴肉的传统，而且售
价高昂 (每头约 88 美元)，而的驴皮的售价更超过
125 美元(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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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皮贸易概览 驴只权益的全球威胁
撒哈拉以南非洲至中国的
一般贸易
1980 年代

1990 年代

2000 年代

2010 年代

2.3%

25%

1985 年

2016 年

亚洲

欧洲

北美洲

中东

太平洋

46%

非洲

驴群数量于
1991 年开始下降

大西洋

在 2015 年，巴基斯坦成
为首个禁止驴皮出口的
亚洲国家

在巴西，驴只被运送
到 1,000 公里外的地
方进行屠宰，证明贸
易有利可图

澳洲

南美洲

禁止出口驴只
已确认出口
正考虑出口

在 2014 年 2016 年
间，布吉纳法索的驴只
价格由 75 美元上升至
135 美元

全球驴群
估计每年对毛皮的需求量
估计每年供应量

主要进口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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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洲驴只所面对的影响

蒙古
众所周知，中国惯于鼓励地区内的其他国家考虑发
展驴制品生产，蒙古就是其中一例(19)。 在蒙古的
历史之中，无论是饲养还是工作，人们都很少选择
驴，反而偏好牛只或马匹。 当地的饲牛市场迅速
发展，以迎合中国人对牛肉的喜好。可是，人们开
始把驴制品生产与饲牛市场相提并论，而利润更比
饲牛高近一倍之多(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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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基斯坦
巴基斯坦估计拥有约 490 万头驴。 直到最近，当
地依然是重要的驴皮出口地，在 2014 年和 2016
年之间共出口了 20 万张驴皮。 可是由于驴只的屠
宰量大增，有骗徒把驴肉当成牛肉出售，引起了极
大的公众关注。 在禁止食用驴肉的穆斯林国家，
这种欺诈问题特别严重。 为了应对民众的忧虑，
巴基斯坦成为亚洲首个禁止出口驴皮的国家(43)，
以遏止骗徒把将驴肉带进人类食物链之中。
然而，非法屠宰驴只的情况仍然持续(56)。
吉尔吉斯斯坦
根据报导，有大量活驴被人以货柜由吉尔吉斯斯
坦出口至中国。 尽管非法屠宰的情况已存在多年，
但这类贸易在最近才获得批准。当地与中国签订合
同，同意向中国出口 4,000 头驴。 根据报道，身份
不明的贸易商支付了 10,000 索姆 (147 美元)，
采购相当于当地市场价值 3,000 至 4,000 索姆
(44 至 59 美元) 的驴只(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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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
报告指出，中国的驴類种群數量已减少近 50％。
在某程度上，这是由于当地广泛宰杀驴只来获取驴
皮和驴肉而造成的。 此外，中国似乎对驴只畜牧重
燃兴趣，并多数以高度密集的系统来营运。 而根据
报导，领先业界的阿胶生产商东阿阿胶本身亦拥有
驴只养殖场，饲有超过 10,000 头驴，主要用于供
应驴皮。 在养殖场内，他们试图繁殖体型更大、生
长更快速的品种，从而更容易地出产制品(3)。 中国
的驴群数量据报仍有 6 百万头(1)，虽然有为数不少
的驴只仍然是以传统自给农业的方式饲养，但鉴于
驴皮和驴肉市场有利可图，相信牠们亦难以避离被
人屠宰的厄运。

美洲驴只所面对的影响
墨西哥
尽管南美洲国家涉嫌每年为中国市场供应大量驴
皮，但有关这些地区合法驴皮出口的资讯或证据却
是少之又少。 不过，在墨西哥有大量驴只遭到屠杀
(驴只来自墨西哥境内和美国边境)(44)，与驴肉亦受
到当地市场的青睐(5)。 虽然有墨西哥公司曾刊登广
告售卖驴皮(45)，但现时情况似乎未为当地的驴群或
驴只入口数量带来大规模影响(44)。
哥伦比亚
哥伦比亚国内的报导指出，有人非法屠宰工作驴(46)
以获取毛皮，而当中有超过 50 头驴成为目标。 驴只
的毛皮被人剥除，剩下完好无缺的尸体，促使当地
人怀疑毛皮是用作出口境外的。 地方警察已开始
关注这个情况，并在苏克雷地区展开名为“守护你
的驴只”(Guard your donkey) 运动。

野生驴群所面对的影响
巴西
鉴于巴西已存在牛只和牛肉的出口渠道，而且驴
群的数量多达 100 万，当中包括当地东北部的大
规模野生动物种群，巴西似乎是驴皮供应的主要
来源(47)。 当中特别可疑的，是有 137 头驴被发运
载至超过 1,000 公里外的地方屠宰，而据报其中
14 头在运输途中死亡。 此事件引起了有关驴只目
的地的猜测。除非是用于利润丰厚的毛皮贸易，否
则这种长途运输并非可行的办法，因为食用驴肉在
巴西并不常见，也并非视之为珍品(48)。 巴西动物权
益学家的进一步资料指出，当地会定期向中国出口
驴皮，而且数量并相当庞大，只是情况鲜为人知 (据
匿名人士的消息透露)。

野生驴群
最初，野生驴只是驴皮贸易商最感兴趣的目标。而据
报澳洲(20)和南美洲的政府正以各种方式“收割”野
生驴的毛皮。 这可能是由于牠们没有真正的主人，
因此被视为易于利用的资源。 包括有些政府在内，
许多人都视野生驴为讨厌的“外来物种”
，对当地环
境几乎无法带来任何正面影响。因此把牠们的毛皮
用于交易 (既而减少驴群数量)，无疑是个非常吸引
的建议。 尽管巴西出口驴只和大量驴皮的报导未经
证实，澳洲却提供了明确的证据，指出政府需要进
一步调查有关出口驴制品至中国的议题(20)。 来自
澳洲北部地区政府的最新报告指出，澳洲看似支持
以驴只畜牧的方式供应中药市场，

而选择不针对野生驴群。报告说明“驴只畜牧有潜
力成为独立企业，或是个『Complimentary』(附
送的，原文引用) 投资机会，可与肉牛产业联合经
营。” 在这个有着大量野生驴群的地区中，大规模
驴只畜牧业能否取得进展，这一切还有待观察。 有
关野生驴群与其所面对全球压力的更多资讯，请参
阅 The Donkey Sanctuary 的《野生驴群》(Feral
Donkey Herds) 报告。

贸易所面对的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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驴皮和驴内贸易的情况渐渐引起了全球的关注，
思考其对动物权益、公共卫生，以及经济、社会和
文化稳定性的影响。 这个议题在发展中国家特别
注目，因为当地社区非常依赖驴作为役用動物。
可惜，由于中国的经济突飞猛进，使全球倚重发
展增长，特别是南部的新兴市场，使问题变得更
加复杂(49)。 中国的贸易谈判，特别是与非洲国
家的贸易谈判，为驴制品贸易提供合法和具经济
吸引力的途径，使政府、中间人和精英能藉此获
取大量收入。 虽然有些人可凭藉驴制品贸易获取
丰厚收益，但由于交易过程中涉及大规模驴只屠
宰，而且不少贫困社区都依赖驴作为役用動物，因
而衍生各种严重的权益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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驴只权益的危机

驴只采购
用于出口中国以供应肉和毛皮的驴只，都是透过不
同方式采购的。 有些驴可能是从悉心照顾牠们，并
认同牠们的社会和经济地位的驴主手中偷走的。 中
间人亦会在市场上购卖其他野生或私人拥有的驴。
他们会先收集一批驴群，然后一次过卖给合法或非
法的屠场而从中获利。 由于驴只要与熟悉的族群分
离，或者离开对自己宠爱有加的主人，同时被迫聚集
在不合适的群体之中，由陌生人负责打理，并居于
环境恶劣的地方，这为驴只带来极大压力，其权益
更在不同方面被受侵害。
特别是人们只为毛皮而屠宰驴只，对牠们的肉毫不
尊重，视牠们的权益如无物。 正而如此，他们会以
较低价格购买生病或瘦弱的驴只，然后出售至屠
场。由于来自病驴的毛皮，与来自较昂贵健康的驴
只的毛皮价值相等，商人可藉此赚取更多利润。 可
是采购这类病驴，无疑会加深驴只的痛苦，延误牠
们的死亡。 这个做法亦会令驴主和经销商放弃为驴
只提供健康和安宁的环境，因为保持驴只的身体状
况健康，仅仅会带来微不足道的回报。 在南非正正
发生了如此情况(29)，由于有价值的只是驴皮，而且
无论驴只的身体情况如何，都不会对影响驴皮的品
质，因此人们就任由驴只在送往屠宰前活活饿死。

间人”会从非洲各地和其他地区大量购买驴只，使驴
只可能多次易手，并在出售至中介市场途中经历多
次长途旅程 (例如据报在巴西，就有 137 头驴被运
送至超过 1,000 公里以外的地方)。 由于运输条件
恶劣，驴只未必有机会休息、进食和喝水。 特别是
在生产过程中，只有牠们的毛皮具有价值，令这个
情况更为严重。 虽然立法禁止在某些地区屠宰驴
只是个普遍正面的步骤，但政府必须注意，这个做
法可能迫使贸易者透过跨境和长途运输前往交易合
法的屠场，从而导致驴只权益损害加深，并增加疾
病传播风险。
虽然未经证实，但报導指有商人从海路将驴只出口
至中国(57)。 如果将活驴从埃及运至中国的消息属
实，这意味着牠们展开了一场超过 20 天的海上旅
程，而且还要加上往来港口的陆路运输。 驴是非常
聪明的物种，对压力的触觉特别敏感。 由于在运输
途中大批驴只都要承受身心压力，因此很大机会出
现大量死亡的情况。 世界动物卫生组织已公布海上
动物运输指南(58)，并列明海上运输为全球动物权益
的四大优先关注点之一。 虽然指南为船只设施、记
录保存和装载方式等技术要素提供具体指引，但建
议并无具体涵盖驴只所需，因此不能解决驴只在运
输途中可能承受的具体行为和情绪问题。

运输
驴只运送至屠场的过程非常值得我们关注。根据报
导，在巴西 (据匿名人士的消息透露)、坦桑尼亚(50)
和南非(29)，都有多批驴只被当局截停，原因是发现
有驴只在运送途中死亡或垂危。在这些案例中，驴
只都是涉嫌被送往屠宰作毛皮交易之用，而商人甚
少或根本没有考虑牠们的权益问题。 据报许多“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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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出生以至生命的尽头，驴只的权益都是至关重要
的，理应受到我们的重视，就如对待其他食品生产
动物一样(5)。 可惜根据报导，在驴皮和驴肉生产的
采购、运输和/或屠宰的过程中，驴只的权益往往被
严重侵害(3, 24, 29)。

由于运输条件恶劣，驴只未必
有机会休息、进食和喝水。

屠宰（合法与非法）
屠宰驴只以获取皮肉的行为会在不同环境下发生，
从在后园宰杀一只驴，以至透过合法和非法手段采
购驴群并进行大规模工业化屠杀，都是常见的屠
宰方式。 而盗窃和非法野外屠驴的案例更是屡见
不鲜(24, 27, 46)。 虽然有些屠杀方式可尽量减轻驴只
所承受的痛苦，但相信大部分屠宰驴只的过程都
是匆匆进行的，并多数在不合适的环境下由毫无
经验的人下手，而其他驴只更会目睹和听见整个屠
宰过程。 最近在坦桑尼亚的案例中，有人将驴群
带到 30 公里以外的灌木丛中，并涉嫌在剥取驴皮
前，向驴只注射不明的致命物质。而尸体的剩余部
分则被弃置于灌木丛之中(50)。
虽然获政府批准的受监管屠场可能以较为顾及驴
只权益的方式下结束牠们的生命，但这些场所和
屠宰过程仍然存在不少隐忧，并有很大机会损害驴
只的权益(5)。 从最近于肯亚 Chemongoch 的新
开业屠场 Goldox 的宣传视频得知(51)，运用现代化
设施，每日可屠宰 100 头驴。 虽然工场看似配备
现代化的设备，但从片段内可见驴只会先被人用击
昏枪击晕，然后才会拖到绞索链进行宰杀。 屠场公
开分享这种不良做法，令人不禁担忧工场背后会有
其他损害驴只权益的手段。 特别是在东非，有越来
越多新驴只屠场正在兴建和投入运作。 虽然这些
工场都以“最先进的技术发展”自栩，但驴只在送
往屠宰和运输前的居住条件却似乎难以令人满意。
例如，一名在中资屠场工具的人员向 The Donkey
Sanctuary 透露，工场会在屠宰驴只前“以冷水冲
洗”牠们，以减少失血 (据匿名人士的消息透露)。
这个程序不但会对任何驴只带来痛苦，而且减少失
血能否改善毛皮的质素，绝对值得怀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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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而言之，驴只在屠宰前和过程中的权益问题，绝对
是新兴驴皮和肉类贸易中最值得关注的议题之一。
引起权益关注的具体领域包括：
•

在市场上从“第一手”驴主中购买驴只，特别是
购买患病的驴只。牠们可能不合适进行运送，或
者应尽快以人道毁灭的方式结束其痛苦。

•

不同族群的驴只被关在环境恶劣的设施中等待
屠宰，很有机会出现打斗的情况，并导致受伤、
痛苦和疾病。

•

以结构不良的车辆将驴只运送至合法或非法的
屠场。运送途中多会出现拥挤不堪的情况，而且
缺乏食物和/或水。

•

屠场聚集驴只的地方通常没有提供食物、水或
住所。

•

进行屠宰和将驴只运送至屠宰点时，运用刺棒
或拖曳等不人道的处理方式。

•

在屠宰前以不恰当的方式击晕驴只，甚至省略这
个程序。

•

以不恰当的方式进行屠宰，导致驴只在死亡前经
历恐惧和痛苦。

驴制品生产加剧化
驴只畜牧业正逐渐趋向集约化，这个趋势在中国犹
其明显，情况实在令人非常担忧。 除了试图以集约
方式畜牧驴只，据报商人正致力繁殖体型更大、更
快成熟驴基因品种(3)。 由于畜牧生产加剧，在这
种条件下养殖的动物几乎无法享有更好的权益。
我都必须关注集约畜牧对驴只权益所造成的威胁
(52)
，尤其要关注人们视驴皮为珍品，却无视其血肉
的情况。

有关动物权益的检控
虽然有报导显示，在南非有人因为在驴皮交易中虐
待驴只而成功遭到起诉(53)，而全球媒体亦纷纷报导
有关驴只权益受损的违规行为，但关于其他调查或
起诉记录的消息却是少之又少。 在地区和国家层
面上，都有证据显示人们对驴只权益和牠们所支撑
的家庭和社区缺乏关注。 尽管如此，许多组织正在
努力加强人们对动物知觉认识，让他们了解动物权
益的重要性。

仅存驴只与驴主所面对的影响
屠杀驴只获取皮毛的行為，不但为驴只权益带来重
大影响，更进一步侵害了役用动物的权益。 每当一
头工作驴被出售至驴肉和驴皮市场，其他役用动物
就需要“填补缺口”
，从而出现连锁效应。 当驴只从
社区中消失，剩余的驴 (或如马、骡和牛等其他役用
动物) 就要被迫进行不合适牠们的工作 (例如这些
动物可能太年轻、正在怀孕、年老或患病)。 而当没
有额外的役用动物来补充失去的资源，大多数社区
的妇女和儿童都无可奈何地需要填补驴只本身的职
责。 引用埃塞俄比亚谚语：
“没有驴的妇女，就要担
当驴的工作”
，足以引证了这个情况。

www.thedonkeysanctuary.org.u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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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生计和环境的危机
驴制品市场迅速崛起，导致很多人透过售卖或盗窃
驴只从中获利。 有些驴主可能因为自己的“产品”
而成功从这个新市场中获利，但许多其他驴主可能
不了解市场会对驴只价格和维持驴群数目，带来长
远的破坏性影响。
由于市场迅速扩张，许多家庭都无法了解贸易足以
令地方、国家和大陆内的驴群数目减少，带来广泛
影响。 依赖驴只谋生的社区，可能会因为选择售卖
驴只而丧失生产能力。同时，有些人的驴只被人偷
走，在一夜之间失去收入，并因为市场力量的影响，
导致他们需以更高代价寻找代替品。
根据研究估计，在肯亚，每头役用马科动物的净经
济价值每年高达 2,272 美元；而在埃塞俄比亚，每
头役用驴的净收入平均达每年 330 美元(54)。 考虑
到驴只的潜在工作寿命长达 20 年，这些数字足以
证明出售役用动物所得的利润，与该动物仅工作一
年所带来的潜在经济价值存在很大的差异。
我们还需注意，役用驴的价值不能单单反映于其货
币价值中。驴只在其社区中能发挥关键作用，不但赋
予妇女工作能力，更为儿童带来学习和发展的自由，
以及为贫穷社区带来自保和自我管理风险的途径。

环境影响
机械化和非法屠宰所带来的环境问题越来越受到
不同国家的关于。据报在布基纳法索，坦桑尼亚和
埃塞俄比亚，都出现了屠场引致当地动乱与环境污
染的情况。 在坦桑尼亚和布基纳法索，导致驴只
屠场关闭和考虑禁止大规模屠宰的原因，显然是
由于环境污染(32, 35)，而并非动物权益受损。 有趣
的是，在纳米比亚，公众对潜在环境污染的关注，
是政府批准驴只屠场经营之前需要解决的关键问
题。 由于当地希望兴建屠宰和加工设施，以出口
驴皮至中国市场，因此奥卡汉贾的当地居民需要就
这个建议完成一份环境影响评估(30)。
驴只在立法层面的影响力
在许多政府的法律框架中，驴只都缺乏立法影响
力，因而难以立法规管迅速兴起的屠宰贸易。 除
了这些国家和地区的限制，驴主本身亦缺乏影响
力。由于驴只多数由资源最有限和脆弱的社区所
拥有，当地居民人微言轻，难以向较高层的决策者
发表意见。 由于边缘化的情况严重，令不道德的交
易手段在社区中涌现，盗窃和极端市场定价的行为
非常猖獗。

因此，役用驴的重要性绝对是不可估量的。 牠们对
农村生计所带来的宝贵贡献，越来越得到到联合国
(1)
和世界动物卫生组织(55)等国际机构的广泛承认。

役用驴的价值不能单单反映
于其货币价值中。 驴只在其
社区中能发挥关键作用，不但
赋予妇女工作能力，更为儿童
带来学习和发展的自由，以
及为贫穷社区带来自保和自
我管理风险的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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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结与我们未來的发展路向
总结
曾经是古代皇帝御用的珍品，来到 21 世纪却成为了
風靡全球的奢侈品，在世界各地推广、销售和分发。
结果，每年有 400 万至 1000 万头驴面临屠宰的厄
运，以满足亚阿市场的需求。然而，如此需求是不可
持续的，同时更使大量驴群遭受劫难，并危及数以
百万依赖驴只工作的人的生计。

0)George Knowles Hong Kong © 版权所有 georgeeknowles@yahoo.com

从非洲以至南美洲的农村，都发生驴只在一夜之间
被盗窃、屠宰和剥皮的事件，当地居民的生活在顷
刻之间越趋贫苦，更可能永远改写他们的命运。

需求不断飞升，导致驴只价格上涨，使最需要牠们
的家庭和社区难以负担。 布基纳法索和尼日尔等
国家已采取措施，禁止屠宰和驴出口贸易，足以引证
驴制品贸易对当地人民和经济所带来的巨大胁迫。
无论是以合法还是非法的形式进行，从采购、运输
以至屠宰，这种贸易都会对驴只的权益带来一连串
的侵害。 驴只的权益，以及牠们为人民生计所带来
的真正价值，正受到无情摧残，我们绝不能对此视
而不见。

建议
•

•

The Donkey Sanctuary 要求停止用于生产阿
胶的驴皮贸易，直至其影响得以计量，并证明能
在交易过程中以人道方式对待驴只，以及确保
依赖牠们的社区能持续发展下去。
The Donkey Sanctuary 特别敦促受这种贸易
影响的其他国家仿效布基纳法索和尼日尔的行
动，禁止屠宰驴只与出口驴皮。

•

The Donkey Sanctuary 亦敦促政府和行业能
与我们合作，一同提高公众对这种贸易影响的认
识，使阿胶的消费者能够做出更明智的选择。

•

The Donkey Sanctuary 呼吁政府和地方当局
共同努力，为受影响的社区提供支援，保护他们
免受非法贸易的侵害，并防止大量驴只因合法
贸易而失去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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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Donkey Sanctuary 由 Dr Elisabeth Svendsen MBE 于 1969 年创立。
The Donkey Sanctuary (慈善机构注册编号 264818) 与其唯一企业
受托人 The Donkey Sanctuary Trustee Limited (公司注册编号 07328588)，
的注册办公室为 Slade House Farm, Sidmouth, EX10 0NU。
相关慈善机构： The Elisabeth Svendsen Trust for Children and Donkeys
(伊莉莎白史云辛儿童与驴只信托，EST)；
The International Donkey Protection Trust (国际驴只保护信托，IDPT).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