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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安樂死與生命基本價值 

目前我們已經回應那些主要反對安樂死的論證，但如果要對安樂死有更穩固的結

論，我們仍要說明有什麼理由去接受安樂死。就算反對安樂死的論證全部失敗，仍

有可能一開始我們對生命價值的理解就有問題，生命可能有一種特殊的價值禁止我

們去終結之，不論採取任何形式。不過讓我們先看看是否能從接受理性的自殺而走

到安樂死。 

 

第一節  理性自殺與安樂死 

在否定常用來支持放棄治療和安樂死之間的可能區分有道德的重要性之後，我們現

在可以看出來何以接受理性的自殺之後就很容易就可以接受安樂死。 

        為了論證的進行，讓我們先假定當生命不再值得活下去時，且不會對任何人造

成傷害，是理性的自殺，而在道德上是可被容許的。那何以由醫師來協助患者自殺

或是在患者的請求與同意下，醫師替患者動手結束生命，在道德上是不可被容許的

呢？在此似乎可以訴諸一個一般性的原則來加以支持說當理性自殺是可被容許時，

他人來協助理性自殺在道德上也是可被容許的。當我們允許某人作一件道德上可被

容許的事情時，那當他請求他人協助他完成此事在道德上也應該被容許，例如喝酒

在道德上是可被容許的，他人協助我喝酒在道德上當然也是可被容許的。但這原則

要是不加任何限制會產生一些問題的。譬如，在拳擊比賽當中，是容許選手相互攻

擊對方，但是不容許裁判協助任何一方，因為裁判幫助任一方會干涉到另一方被允

許的事情，或對另一方產生不好的後果。但是在理性的自殺中，並不會遇到這個限

制。所以根據這原則，如果容許理性自殺，那在不傷及他人的情況下，由醫師來協

助患者自殺也應該要被容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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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外，實踐上禁止 PAS 卻容許撤除治療，似乎不是個融貫的做法。睿丘斯說

他可以理解為何有人反對任何形式的安樂死而主張繼續治療26，但卻無法理解何以

禁止 PAS 卻允許撤除治療。假設現在有一位口腔癌的患者，已病入膏肓而希望早

一點結束這種難以承受且無意義的折磨，在此情況下，醫師面臨三種選擇：1. 提供

致命的化合物給患者，讓他自行服用；2. 放棄治療，以使患者可以比起繼續接受治

療更早地結束生命；3. 繼續治療，奮戰到最後一刻。如果醫師接受患者請求的理由

是因為知道患者在不可減緩的痛苦之中，那為何不選擇 1。 

        況且，如果我們不僅容許人們在某些情況下理性的自殺，也容許在這些情況下

協助他們自殺的話，似乎會比禁止 PAS 來的更好，像是很多飽受疾病所苦的患

者，由於 PAS 不被容許，被迫孤伶伶地在缺乏認同的情況下，以笨拙的方式了結

自己的餘生，而更糟的是，有時自殺會失敗，反而讓他們陷入一種更難受、不堪的

處境。例如，跳河自殺卻沒死亡，反到因衝擊過大，而讓眼睛脫落；或者即使成

功，通常亦得忍受過多不必要的痛苦(就我所知最極端的真實案例是一名老翁躺瓦

斯爐上自焚而亡)。相反的，如果我們不只允許他人理性的自殺，也允許給予協

助，這樣不僅可以讓患者在獲得家屬和醫師的認同和支持下，以確保患者是以一種

無痛苦且寧靜的方式辭世，這樣不是來得更好嗎？但注意不要把這當成是允許其他

非理性自殺的理由，這只是指出容許協助理性自殺後的一個後果，但非用以支持理

性的自殺。 

        現在我們已經從理性自殺走到 PAS 了，然而 PAS 和 VAE 似乎也只有一線之

隔。麥克馬漢(Jeff McMahan)提到一個很有名的例子27是在美國一位聲名狼藉的殺

人醫師，柯渥基(Jack Kevorkian)，他於 1999 年因犯下謀殺而啷噹入獄，以往他都

是協助他的客戶連接到含有致命化合物的裝置，並由客戶自己按下按鈕，讓毒物注

射入靜脈而死亡，而這次入獄的情況是一位罹患肌萎縮性脊髓側索硬化症的患者優

克(Youk)，由於這個疾病會造成肌肉無力，所以優克無力自行按下按鈕，於是他請

                                                            
26  Rachels, James. 1986. The end of life: euthanasia and morality. Studies in bioethics. Oxford 
[Oxfordshire]: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p. 109。 
27 McMahan, Jeff. 2002. The ethics of killing: problems at the margins of life. Oxford ethics series.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p. 4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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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柯渥基替他按下按鈕，而柯渥基就依照他的請求，按下按鈕，而這一切都有錄影

存證，法院便依此判定這是謀殺，然而我們多數人的直覺不認為在這種情況下由誰

來按下按鈕會造成如此大的道德差異，因為優克只是正巧因現今的技術不允許他透

過其他的方式按下按鈕而只得請求他人替他按下，而就是 PAS 和 VAE 之間最關鍵

的差異。如果我們允許 PAS 卻反對 VAE 好像就是對優克說：「雖然我很同情你的

處境，但是很抱歉我不能替你動手，因為我不能殺一個無辜的人，如果你沒有辦法

自己來，你就得繼續忍受這樣的日子。」這明顯的是歧視那些無能力造成自己死亡

的患者，強迫他們處在一種如果他是有能力的話就可以避免的困境之中。 

        我們已經從理性自殺走到 PAS 與 VAE，然而有可能或許一開始理性自殺就不

被容許，無論有什麼理由自殺在道德上總是不被容許的，即便法律上不算違法。讓

我們探討幾種根本上反對安樂死的論證(因為這些都可以反對自殺) 。 

 

第二節  宗教型論證 

常見反對自殺與安樂死的理由是來自於宗教，但以此來說我們不可以提早結束性命

的論證通常的一個問題是如果只以宗教命題為前提的話，那對沒有接受這信仰的人

來說，這似乎依然是個開放的選項。例如說，人沒有權力決定自己或他人的生命何

時結束，只有上帝能夠決定一個人的生命何時結束，對不相信上帝的人而言，這種

說法一點效力也沒有。所以對於不接受這前提的異教徒或無信仰者而言，這論證是

沒任何作用的。當然，要公平的對待這種論證會牽涉到對文獻的詮釋，或是要挑戰

其基本的預設，而這不是在這裡所要作的工作。雖然這樣的論證可以從這些面向去

加以挑戰，但我們仍可以避開這些宗教性的前提來攻擊某些宗教型論證，因為某些

論證會有令人無法接受的推論結果。其中之一種論證早在 18 世紀就已經被休姆

(David Hume)所徹底駁斥，不過至今依然很常聽到這種說法，所以值得我們再來看

一次休姆對此的批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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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休姆在談論可否自殺中說如果只有上帝能夠決定一個人能活多久，那確實當我

們殺死一個人的時候，我們就僭越了上帝的腳色，或者說我們在扮演上帝。然而，

如果只有上帝能夠決定一個人能活多久，那我們在搶救一個人的性命時，也同樣在

扮演上帝。因為我們讓一個人活的比他要是沒被救的話還要久。說只有上帝能決定

一個人能活多久，不只讓我們不能夠提早結束一個人的性命，也不能夠延長一個人

的性命。這有一個可能的回應是訴諸說上帝說我們可以救人，而因此在這種情況下

並沒有僭越上帝，但這回應是行不通的。因為同樣的我們也可以說當在安樂死的情

況下，結束一個人的生命是上帝所允許的。當然要決定上帝有沒有這樣說，得有很

多宗教性預設，與對於宗教經典的詮釋工作，而當宗教界對上帝的指示是什麼依然

有爭議的情況下，在缺乏明確來自上帝的指示下，我們就不該單單等待上帝的指

示，而是要探討是否有說得通的理由來讓我們接受或反對安樂死。 

        另外一種說我們不能為了要解除患者的痛苦而殺死他，是因為這樣會破壞了上

帝在人間的神聖計畫。同樣地，我們可以不用探究是否真的這樣的計畫、如果有的

話會是什麼計畫，和我們可不可能知道這計畫等問題。通常這些人會說上帝透過這

患者的苦難為我們樹立了一個見證的典範。然而如果我們真的可以藉由患者忍受那

些極大的痛苦而對上帝的計畫有所貢獻的話，那我們除了不能透過造成死亡來幫助

患者避免痛苦之外；我們同樣地也不能利用麻醉或止痛的藥物來幫助患者避免痛

苦。因為這同樣破壞上帝之所以讓患者受苦的計畫。 

        對此有一個可能的回應是說生命是上帝所賜予珍貴的禮物，所以我們不能犧牲

生命以尋求解脫，我們對這神聖禮物表現感謝的方式就是盡可能地去維繫並保存

之，而這說法不排除我們可以使用麻醉或止痛的藥物。然而，這說法亦會有個明顯

的問題是如果生命真的是上帝所賜給予我們的禮物，那何以我們不能任意的處置。

如果不能按照我們的需要來處置這禮物，那這能稱之為禮物嗎？這樣說到底終究仍

是把這「禮物」的所有權歸於上帝。 

        不過或許這說法所強調的是另外一個面向－我們感謝這禮物的方式，蓄意地破

壞他人所贈與的禮物是不尊重贈與者的表現，而這要求我們盡可能地維護這禮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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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這也有問題，那就是何以要對他人給予我們的禮物表示感謝。一個明顯的理由是

這東西對我們而言是好的，或至少是無害的。如果生命真的是上帝所賜予的，那確

實，在多數人生命中的多數時期可能是美好的。不過在一些不幸的情況中，例如，

有些寶寶一出生便帶有罕見嚴重基因缺陷，而幾年之後在痛苦中死亡。這種生命對

這寶寶而言與其說是上帝所賜予的珍貴的禮物，不如說是這是上帝所給予的殘酷磨

難。這種情況就好比，一位強而有力的少年強迫一位瘦弱的孩子去吃叟水，而跟他

說這是我給你的禮物，你一定要給我吃下去。要是這位少年給這小孩的食物是可口

美味的，這小孩對這少年是可以表現出感謝，或許也應該感謝；然而，當「禮物

(食物)」是這麼糟糕時，我們還認為這孩子該對這少年表現出感謝之意嗎？我相信

沒有人會這樣認為，而在某些非常不幸的生命中，我們也沒有理由要不顧一切的接

受這種「禮物(生命)」。除非這是上帝偉大計畫中的一部分，但如前面已經說過，

如果上帝把這種不幸的生命當作典範，那我們也不應該去使用止痛的藥物。不過這

可能還是上帝的計畫，只是這並非是如我們所想的這樣，上帝的計畫以一種我們無

從得知又難以理解的方式在進行。那我們是要不顧一切的接受我們無從得知的上帝

計畫來強迫這不幸的孩子繼續活下去，還是去接受在這種情況下的安樂死？總之，

如果安樂死在道德上真的不被容許，不會是因為安樂死僭越了上帝的腳色、破壞了

上帝的計畫或因為生命是上帝的珍貴禮物之故。 

 

第三節  人類生命的神聖性 

但或許是我錯誤地理解了生命的價值，因為即使當生命是如此的不堪、難以忍受，

依舊有其不容侵犯的神聖性。很多人不會因為安樂死符合患者的最佳利益又不違背

患者的意願而感到心安。他們認為所有人類的生命都具有一種特別的內在價值，即

使當生命對那個體而言已經是弊多於利，選擇死亡仍侵犯到此特殊的價值。 

        那這價值必需有別於一般在生命中對我們是好事的價值，也就是說這價值是獨

立於患者生命中的福祉，以德渥金(Ronald Dworkin)的說法是這價值獨立於個人價

值(personal value)。因為即使患者的生命只剩下痛苦，或是對患者來說，生命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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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何福祉可言，或甚至此生命對他人而言也已喪失其工具價值，這特殊的價值依舊

彰顯。例如，在 PVS 的情況下，患者的生命本身仍具有此內在且無關乎特定個人

的(impersonal)價值。而允許安樂死，就是承認在某些情況下，人類的生命並不具

有此種內在價值。可是如果這內在價值真那麼重要，何不製造更多人類以增加這內

在的價值。例如，很多人都認為知識除了其工具價值外，也有其內在價值，我們常

說為了知識而知識，而獲得越多知識我們就獲得越多這種內在價值。然而生命的內

在價值並不是這種增加型的價值(incremental value)，而是在於其神聖或不可侵犯

性。德渥金說這和增加型價值的差異在於此物的存在本身，這就像是那些名畫的價

值，一旦存在，就需要我們去尊重並保護，而是否有更多的畫作則比較不重要。28 

        不過假若真有這種內在且無關乎特定個人的價值存在，其來源或基礎可能是什

麼？這問題的答案沒有一般人所想的這麼簡單，這種生命的神聖性不能只是因為活

著而就具有神聖性，因為如此說來，連非人類的生命也都會因此而有這神聖性，而

禁止我們殺死牠們。我們認為有神聖性的生命只有人類的生命，那人類的生命中有

什麼共同的基礎是所有人類所共享卻又有道德上的份量。很多人馬上會說這是由於

人類擁有較高的心理能力之故，但顯然並非如此，因為有些人類(如無腦兒)的心理

能力並不比某些動物高(如任何有知覺的非人動物)。可是如果這神聖性的基礎必須

是全體人類所共享的，而且擁有一樣的程度，不然就並不是無關乎特定的個人，也

無法用以支持殺人都該受到相同程度的譴責，那似乎只剩下一個可能那就是因為屬

於人類這個物種而具有這特殊的神聖性，這種說法有幾種可能的來源。 

        常見的一個來源是宗教性的，這會說由於人類是按照上帝的形象所創造而具有

此價值，或是上帝賦予人類靈魂而具有不可侵犯神聖性。這兩個說法仍得建立在宗

教預設之上，不過後者可能可以不用這種預設，然而即便我們的本質是不朽的靈

魂，也很難看出殺人會侵犯到此種神聖性，因為結束一個人軀體的生命並不會因此

摧毀我們的本質，只是強迫我們到另一個存在狀態。所以主張我們的本質是靈魂的

                                                            
28Dworkin, Ronald.  1994. Life's dominion: an argument about abortion, euthanasia, and individual 
freedom. New York: Vintage Books, pp72-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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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些人會轉而說這僭越了上帝的腳色，或是侵犯了上帝的財產。然而我們在先前說

過這些說法都無法自圓其說。 

        不過此神聖性的來源不一定要依賴於宗教的預設之上，在此利用德渥金對神聖

性的分析來討論這背後的可能來源29，上一種源自於宗教預設的神聖性基礎，可以

理解為上帝在人類身上所投注過的創作力，而讓人類具有此神聖性。而這神聖性也

可以是自然在人類身上所投注過創造力，當我們看到人類的受精卵從簡單的單細胞

發展到極度複雜的人體，此過程同樣令人驚歎不已，而讓人類具有種無關乎特定個

人的神聖性。這自然的投資主要所關切的是墮胎議題，可能會說胎兒因為有這種自

然的投資而具有神聖性，因此墮胎是不被容許的。這自然的投資，在墮胎那邊會一

個特別的問題那就是這價值何時開始展現，胚胎或甚至是更簡單受精卵是否因為有

這樣的自然投資而具有神聖性。如果有的話，那麼那些發育比人類受精卵或胚胎更

成熟、複雜的非人動物似乎也應該有此種神聖性，但我們一般卻不這樣認為，對此

的回應可能說因為這些人類的受精卵或胚胎有潛能成為人類，而因此也具有一般人

類所具有的神聖性。在此不討論潛能對這價值的貢獻到底為何，不過這自然投資如

果最終要說得通的話，必須預設只要屬於人類這個物種的一員就具有神聖性，因為

並非所有的人類的胚胎都有潛能發展為人，可能因先天的基因缺陷而不具有發展出

心理能力的潛能。所以必須主張只要屬於人類這物種便具有這神聖性，且這亦不會

有程度之分，也是所有人類所共同享有的性質。如果真的有這種來源的神聖性，那

這會特別關係到一種安樂死－是否容許對那些從未發展出意識能力或意識能力不足

以為人的人類進行無自願的安樂死。如果真有這神聖性，那我們就不該只因為這個

體的生命的最佳利益是死亡便對身為人類的他進行安樂死。 

        不過是否真的會因為屬於人類這物種之一員就具有這種特殊的神聖性，一種反

對這種人類中心的物種主義是想像有種外星生物具有與你我相當或超越我們的心理

能力，那「牠」是否會因為不是人類而不具有神聖性？我們可能不願意說這外星生

物沒有神聖性，而可以回應說屬於人類這個物種不必是具有神聖性的必要條件，但

卻是充分的。不過何以隸屬於人類這物種就足以具有這內在的神聖性仍有待說明，

                                                            
29 Ibid., pp.8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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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同一物種來當做神聖性的基礎，而因此造成不同對待人類和非人動物的方式是一

種歧視，就好比是性別或是種族歧視，把個體的道德地位建立在不相關的生物性特

徵之上。光憑這基因上的差異能造成不同的道德地位嗎？讓我們思索一下兩種情

況，假設現在我們需要一顆心臟來救活一位小朋友的性命，可是手邊只有兩個選

擇，一個是隻五歲大的健康黑猩猩，另一個是人類的無腦嬰兒。如果接受人類有這

種神聖性的話，那我們只能犧牲黑猩猩，即使人類的無腦兒沒有任何意識能力或潛

能，也不能擁有利益和權利，但「他」仍有內在的神聖性。如果這黑猩猩對此能表

達意見的話，「牠」一定會強烈抗議說這是歧視。 

        另一個情況是透過一個想像的基因轉植實驗30來說明屬於人類這物種不能是神

聖性的基礎，假設把一個人類的基因植入黑猩猩的胚胎之中是可行的話，那植入兩

個、三個人類基因似乎也是可行的。那這基因轉植就可以有不同的程度而構成一個

光譜，在光譜的一端是一隻黑猩猩帶有一個人類基因，而另一端是一個人類帶有一

個黑猩猩的基因。光譜中段的生物會是半人半猴嵌合獸，但是否有在某個階段，在

增加一個人類的基因就會讓這黑猩猩變成人，或是在減少一個人類的基因就會讓人

變成黑猩猩？從基因的數量或比例來決定是否屬於某個物種而因此具有某種神聖

性，或喪失某種神聖性是非常荒謬的。我們應該由這生物所表現出的表現型特徵

(phenotype)而非基因特徵(genotype)來決定其道德地位。如果一個只有 1%人類基因

的嵌合獸，而這 1%是負責其大腦的發展，而讓這應該是屬於黑猩猩這物種的嵌合

獸具有和你我一樣的心理能力，與另一位只有 1%的黑猩猩基因的嵌合獸，但這

1%是負責其大腦的發展，而讓這屬於人類這物種的嵌合獸具有黑猩猩程度的心理

能力。根據這種神聖性的說法，後者會因為屬於人類這物種而具有特殊的神聖性，

雖然前者有一般正常人類心智能力，但是「牠」只是黑猩猩，而不具有這種特殊的

神聖性。 

        也許這擁有人類心智能力的黑猩猩雖然沒有由物種而來的神聖性，但是因為牠

的心理能力夠複雜，而也仍具有你我一樣的神聖性。那這種由心理能力而來的神聖

                                                            
30McMahan, Jeff. 2002. The ethics of killing: problems at the margins of life. Oxford ethics series.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pp. 212-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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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和這純因物種而來的神聖性之間會是什麼關係。一個滿足兩個神聖性的充分條件

之一般成年人類其神聖性會比只滿足一個因複雜心理能力而有神聖性的非人動物高

嗎？當然不會。在此我們更可以明顯地看出來把屬於人類這物種當作是神聖性的充

分條件是一種物種歧視。例如，納粹很可能會說因為他們是偉大的阿利安人而具有

和其他人種不同的道德地位，雖然納粹可以承認其他人種也有和他們相當的心理能

力。但問題是何以人種是一個決定某個體之道德地位的相關因素，重要的是其他人

種也具有同等的心理能力。所以，我們不能也不該光憑隸屬於人類這物種而賦予所

有的人類同等的神聖性。 

        不過即使假定所有的人類生命都具有這種無關乎特定個人價值的神聖性，那這

能否能反對安樂死。在安樂死的情況下生命的個人價值和這無關乎特定個人的特殊

價值之間是有所衝突的，生命的神聖性是否總是凌駕於患者生命中的負面價值。如

果是的話，那我們似乎得接受一種徹底的和平主義，因為戰爭、死刑、自衛殺人也

同樣都侵犯到這神聖性，但我們卻認為這些在道德上是可被接受的，這顯示出這神

聖性並非不是無法被其他考量所凌駕的，可是如果可以被這些考量所凌駕，那為什

麼考慮到患者的處境而在患者的請求下不能結束患者的生命。主張只有無辜的人類

才具有神聖性也無法挽救這個說法，因為這等於是放棄了只要是人類就具有神聖性

的基本看法，我們不能說這些對他人造成威脅者放棄他們的神聖性，畢竟神聖性是

無關乎特定個人，只要是人類就具有這神聖性。 

        簡言之，人類的生命本身不具有這普遍地無關乎特定個人的內在價值31，而即

使有這種價值也不是無法被其他考量所凌駕的。目前為止我們都假定這神聖性的基

礎是不會變動的，不過這種神聖性在道德上是不該具有道德份量的，但仍可能有其

他神聖性的基礎，雖然不是所有人類都有，但多數人類確實都有，而這樣的神聖性

來源可能是會變動的，例如心理能力、感受經驗的能力或是在生命中所投入的努力

                                                            
31但這不見得要說身為人類的一員就不值得我們的重視，只是重要性的來源不是因為是身為人類，

可能是因為共同同屬於同一個物種。例如，我們看待自己的家人比其他人更為重要，但這不是因為

我們的家人具有比其他人更高的內在價值，而是因為他們是我的家人，家人的重要性是因為這特殊

的關係。而可能其他所有的人類對我們而言比其他非人動物重要，但這不是因為人類比其他非人的

動物具有較高的內在價值，而只是因為我們同樣屬於人類這個物種的這層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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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等，這會蘊含說有些人會比其他人有更高的神聖性基礎。例如，德沃金提出另一

種創造力的投入讓人的生命具有神聖性－人們對自己生命的投資，但這種說法也不

特別地有說服力。 

        在生命中投資過的事實是否能讓生命具有神聖性，把生命本身比做是塊畫布，

當上面灑上各種人生的色調而讓這幅畫本身就具有價值，而讓我們必須儘可能地維

持這塊畫布的存在。那這就不是如麥克馬漢所說的「投資的重要性是來自於其所實

現或換取之結果的價值」32，而正就是因為投資過的事實本身。可是這會讓我們有

義務儘可能地去維持這已投資過的生命嗎？我們知道生命是有限的，終有一天這畫

布會毀滅，在這畫布上所投入過的心血會因為這畫布的銷逝而不值得我們尊重過此

人所投入過的心血嗎？於生命中所投注過的事實本身確實重要，而讓我們不該輕易

結束這生命，但這不蘊含說生命的主人不能因為燈枯油結而停止創作，就算他選擇

結束生命，其生命的特殊價值也不會就此灰飛煙滅。或也可能甚至是為了保護這畫

作免於更嚴重的污辱，而必須摧毀以保存其尊嚴。另外，如果因這種神聖性而不接

受安樂死，並繼續治療就正如麥克馬漢所說：「當投資不可能產生任何價值時卻繼

續揮霍下去，這只會讓情況更糟。可是當人們投入時間、精力及各種資源去延長一

個不再值得活去下的生命時，就正是這樣幹。就好比經濟學所說的，去擴大而不減

少損失是非理性的」33。 

另外，這種可變動的神聖性基礎有一個更令人感到不安的推論結果，假設我們

反對殺人的理由是因為侵犯到這種價值的話，那似乎殺死某些有著較多投資而神聖

性較高之人會比殺死較少投資之人來的更為嚴重，或者在某些情況下應該犧牲有較

低神聖性基礎之人以搶救較高神聖性基礎的人。如果神聖性的基礎是會變動的話，

那這結論似乎難以避免34。 

                                                            
32 McMahan, Jeff. 2002. The ethics of killing: problems at the margins of life. Oxford ethics series.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P. 465。 
33 Ibid., p. 465。 
34 McMahan 認為除了放棄神聖性在解釋殺人何以是錯誤中是個相關的考量外，就是接受一種二階

式的說法，來說明殺死某類存有(包含人)是因為侵犯到其權利或利益的系統，而殺死另一類則是侵

犯到神聖性。但無論採取哪一種二階式的說法，神聖性都沒有決定性的解釋份量。Ibid., pp. 4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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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人的重要性 

然而我們可以稍加修改神聖性是可變動的這個想法，而不用面對神聖性可能會產生

的這些問題。例如，主張有個測量心理能力的門檻，只要某個體的心理能力在這門

檻之上，就具有有別於只考慮其利益的特殊價值，而因此這門檻之上的個體都具有

同等份量的特殊價值，而不受其心理能力高低的影響；而門檻之下的個體則純粹考

量其利益即可。傳統上這門檻區分了人和非人動物之間在道德上的差別，殺人一般

說來之所以是錯誤的是因為違背了對這價值的尊重。以下讓我們稱這特殊的價值為

人的「重要性(worth)」，或以康德的話來說是「尊嚴」。我將利用大衛．維絡門

(David Velleman)35所給的論證來說明這種康德式的看法是如何反對自殺與安樂死。 

        維絡門的論點是說，一個個體的福祉之所以值得關切，是因為這個體本身值得

關切；反之一個個體如果本身若不值得關切，其福祉也不值得考慮。在這當中區分

了「對一個人是好的事情」和「此人自身的價值」，這種說法認為對一個人是好的

事情，只有當此人自身是有價值的才重要。維絡門用一個例子36來說明這之間的關

係，有時候當我們從事了一些令自己羞愧的舉動，會感到自己不值得做為一個人，

而因此不關心自己的福祉。之所以不再關切自身的福祉就正是因為認為自己本身已

不重要了。簡言之，就是不把自己當人看，當然也就不值得考慮這個體的福祉。不

過 這 種 特 殊 價 值 的 來 源 為 何 ， 康 德 認 為 這 是 源 自 「 人 類 理 性 特 徵 (rational 

nature)」，而讓人擁有這種獨立於個人福祉的重要性，康德式倫理學的核心就是要

適當地尊重人的重要性。通常而言，自殺是否定自己擁有這種重要性，而要求安樂

死則是要我們尊重患者否定自身重要性的判斷。 

        在探討自殺或安樂死是否會否定自身重要性之前，讓我們先探討維絡門的核心

宣稱：一個個體的福祉之所以值得關切，是因為這個體本身值得關切。他認為要關

切一個個體的福祉，必須預設此個體有獨立於自身福祉的特殊價值。在人身上是源
                                                                                                                                                                                 
472。 
35 Velleman J.David. 1999. “A right of self-termination?” Ethics. 109(3): 606-628。 
36 Ibid., p. 6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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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於人類理性特徵而有重要性或尊嚴，那如果這獨立於個體福祉的價值只能來自理

性特徵的話，那似乎所有非人的動物都會因為缺乏理性特徵，或其理性特徵不足以

到達人的程度而不具有重要性，而因此無需關心牠們的福祉，那我們也就沒有理由

為了動物好之故而對牠們進行安樂死或甚至是進行任何對動物有利的行為，除非這

對人會有很嚴重的副作用。這似乎就是康德對動物福祉的看法，但多數人認為動物

本身的福祉是值得我們去關切，那這似乎就蘊含說動物也有獨立於其福祉的內在價

值。可是如果動物也具有某種內在價值(也許這是源自於其感知特徵)，那這也應該

會反對為了動物的福祉，而對動物進行安樂死。或許只有源自理性特徵的重要性和

個人的福祉是絕對不可共量的，而源自於感知特徵的內在價值和個體的福祉是可以

共量的，但不是很清楚為何是如此。有人認為這兩種價值是可以共量的，如湯瑪

斯．希爾二世(Thomas E. Hill Jr.)37，也有人認為不用接受這兩種價值是可以共量

的，但為了其利益而結束一個體的生命是可以相容於尊重此個體的特殊價值，如麥

克馬漢就主張我們對人和對動物進行安樂死時是可能可以同時照顧到此個體的福

祉，也同時展現出對此個體的這特殊內在價值的尊重。而無須接受說這兩種價值是

可以共量的，這依然可以是不同的價值38。 

但在此先不管福祉和重要性之間的關係為何，重要的是我們如何要理解這重要

性，及這重要性所要求和反對的到底是什麼。基本上，我認為維絡門那康德式禁止

自殺與安樂死的理由並不會禁止我所理解下的安樂死，反而可以說明為何不能輕易

地安心接受安樂死。必須弄清楚的是維絡門所反對的不是安樂死本身，而是反對出

於只為了滿足自身利益的理由而結束自己的生命。這種說法之所以反對自殺與安樂

死是因為具有這價值的個體不可以只為了其利益而犧牲自己的重要性。為了自利而

自殺或要求安樂死是錯誤地把自己福祉放在自己的重要性之前，更詳細地的說是把

這兩種價值誤當成是可相共量的價值，而當生命中所得不足時，便放棄重要性以滿

足自我的利益。然而重要性是一種不能被放棄或接受的價值，只有尊重或違背。 

                                                            
37 McMahan, Jeff. 2002. The ethics of killing: problems at the margins of life. Oxford ethics series.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p. 474。 
38 Ibid., pp. 48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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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樣看起來人的重要性和生命的神聖性似乎是相當類似看法，但這之間是有所

差異的。神聖性是說生命一旦存在便具有獨立於生命所屬者的價值，而這價值讓我

們去維持這生命的持續存在，但如先前所見，這可能可被其他考量凌駕。雖然維絡

門認為人的重要性只是神聖性的非宗教看法，但是這看兩者的差異不只在其來源，

而是我們對待這兩種價值的方式，就如維絡門所明白指出的，人的重要性要求我們

以一種特別的方式對待擁有此價值的個體，而這不排除說「尊重一個對象有時可能

需要毀滅之」39。 

        所以重要的是要如何判定那些是僅僅出於自利的自殺與安樂死。讓我們假設自

殺與安樂死都是出於自利，那禁止這種類型的自殺與安樂死會有什麼問題。在此借

用維絡門所提到為了自身利益而賣身為奴的例子來類比並指出可能的區分方式。讓

我們先看看要如何對待賣身為奴的人。 

        維絡門認為賣身為奴的人是犧牲自己的重要性以換取利益，誤以為這兩種價值

是可以共量的，而這樣做不只否認到自己的重要性，也蘊含其他人的這兩種價值也

是可以共量的，而蔑視他人的重要性。如果維絡門對賣身為奴看法是正確的話，其

所禁止的只是自己賣身為奴這件事情，而道德不要求我們直接介入他人不道德的行

為40。那我們到底要如何回應一位進行不道德行為的人，在此特別是有辱自己身為

人的重要性，當然一般而言協助一個不道德的行為也是不道德的。現在想像一位可

能的奴隸主在思索是否購買奴隸來替他做事，他可能會認為奴隸買賣這件事本身是

不道德的而不參與，這樣做不僅是侵犯到奴隸的重要性，加入這不道德的買賣關係

也是不道德的，這樣的奴隸主可能會主張廢奴或不參予任何奴隸的買賣。不過在此

有一個很可能為真的情況必須列入考慮，一般而言需要賣身為奴的人是因為其原本

的處境可能比奴隸還惡劣的多，為了避免這樣的處境而犧牲自己的重要性，這樣才

有可能說是犧牲自己的重要性來換取利益。那如果這奴隸主只是不參與奴隸的買

賣，但卻不主張廢奴，而讓這些不得以要犧牲自己重要性的人繼續身陷在這種處

境；或者主張廢奴，但卻不改善這些可能淪為奴之人的處境，我們很難認為對此這

                                                            
39 Velleman J.David. 1999. “A right of self-termination?” Ethics. 109(3), p. 617。 
40 Ibid., p. 6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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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道德所要求的回應方式。因為要是我們關切一個人作為人的重要性的話，那很自

然會包含關切此人的福祉，如果重要性要求我們完全忽視患者的利益那這很難說這

尊重到此人的重要性。 

可是難道說參與奴隸的買賣在道德上會比較好嗎？這關係到我們是如何對待那

些為了自身的利益而犧牲自己重要性的人。毫無疑問的使用奴隸是把奴隸當成工具

來使用，而問題是這樣是否一定會不相容於尊重奴隸的重要性。確實，我們一般之

所以如此反對奴隸制度是因為這把人僅僅只當成工具，也就是說不把奴隸當人看，

奴隸主的意志永遠凌駕於奴隸的意志，不用考慮奴隸本身的福祉、意願和理性能

力，只要奴隸能繼續發揮其工具性價值即可。當然如果這就是我們對待奴隸的方

式，那確實在道德上是錯誤的，即使奴隸主讓奴隸的處境比做奴隸之前還要好。 

然而，奴隸主雖然把奴隸當成工具，但可以不僅僅只當成工具，奴隸主可以同

時把奴隸當成目的自身來對待，尊重奴隸做為人的重要性。以人方式對待他，去了

解他、關心他，並適度地尊重奴隸的意願和理性能力，讓奴隸不再是工具，而是替

奴隸主做事的幫手，不只計算這工具能替他完成多少的事情，也關心到他那被迫放

棄的重要性。這樣對待那些犧牲自己重要性以換取利益之人的方式是同時關心到此

人的福祉和作為人的尊嚴。 

這可以類比到我們對患者所進行安樂死的態度與方式。即便是出於自利的自殺

與安樂死本身在道德上是有問題的，全面地禁止未必是有考慮到患者本身的重要

性。我們所該做的，不是禁止安樂死而已，而是要減少人們陷入要選擇死亡的機

會，也就是盡力去提升安寧照顧的質跟量。另一方面，毫不遲疑地接受安樂死的請

求也未必是值得讚許的行為，即使這些安樂死的請求都是真正的安樂死，這也許就

是殺人醫師柯渥基的行徑之所以如此惹人非議之處，因為他在不夠了解患者的處境

下迅速地就接受患者的請求，這彷彿就是以為人所值得關切的就只有其利益而已

41。然而醫師替患者進行的安樂死可能不是在這種脈絡之下，例如，醫師照顧患者

已久，熟悉患者的處境與價值，在考量患者的處境與意願後，真心且正確地了解到

                                                            
41 但我認為這和純粹只有考慮到此人利益還是有些許不同，畢竟柯渥基是在患者的請求下，而對他

們進行安樂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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患者的生命是不值得再忍受下去，而接受安樂死的請求。這種情況下醫師接受安樂

死的請求是可以同時顧及到患者的福祉與他作為人的重要性。 

那即使幫他人進行安樂死是可能可以同時尊重到患者的重要性和福祉，但自殺

的行為是否一定是不道德的呢？至此，答案已顯而易見。這關係到如何評估我們是

否把自己生命只當成工具，或者是問什麼情況下把生命看成只剩追求快樂與避免痛

苦。確實，有不少情況下自殺都是為了逃避某些令人不願面對的處境，例如，常見

的情況有感情受挫、工作失利和久病厭世等。前兩者是我們一般所會譴責的自殺，

然而因久病而自殺的情況，我們似乎比較不願意給予嚴厲的譴責。這差異可以幫助

我們了解什麼情況是把生命只當成工具，一旦生命遭逢重大的挫折便企圖以死尋求

解脫，是把自己當成是微不足道之物，不值得認真的努力或付出，這樣並未公平的

對待自己作為人的價值。因為雖然生命受到挫折，但前兩種挫折不是不可能無法修

補，雖然要讓生命再次值得活下去是要付出極大的努力，去面對那艱鉅的考驗。但

這樣的情況下或許可以說為了暫時的自我利益而犧牲自己的重要性，但這真的可以

說是為了自己的利益而作為人的重要性嗎？麥克馬漢提醒我們說這反倒應該說是

「為了逃避生命中所要面對的毀敗與重建值得活的人生所需的重擔而出賣自己跟自

己的福祉」42。 

而在安樂死和久病後為了自利而自殺的情況很可能不是這樣。這可透過患者與

家屬或醫師之間的互動可以略見一二，我們一方面不願意見到我們的至愛離開我

們，但同時不願意讓他繼續處在這種難以忍受情況當中，而把他的福祉放在我們的

福祉之上，而允許患者自殺，或必要時給予協助或殺死他。當然，患者未必會輕易

把自己的利益放在首位，有時患者也可能把家屬的福祉放在他們之上，例如，單親

的家長，不願意早一步離開孩子，而堅持忍受痛苦。在這個脈絡之下，雙方都有考

量到對方的福祉並也尊重彼此身為人的重要性。 

簡言之，如果他人因為了解到此人的重要性，而關切此人的福祉，協助他結束

生命是可被容許的。那當自己了解到自身獨立於自身利益的重要性並了解到單單持

                                                            
42 McMahan, Jeff. 2002. The ethics of killing: problems at the margins of life. Oxford ethics series.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p. 4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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續地忍受折磨已不再可能有所回報，在考量到他人的利益後而選擇結束自己的生命

是可被容許的。維絡門所反對的只是「只因一個人從自己生命中得到的不夠多就可

以結束生命」43，不過當從生命中已無可能有所得時，不再繼續忍受下去是可被容

許的。 

然而這些都預設我們必須知道什麼情況下死亡才是符合患者的福祉。但也許死

亡對於我們而言永遠會造成極大的傷害，越早結束生命，傷害也就越大，所以不可

能有為了自己的福祉而結束自己生命的情況發生。接下來給予安樂死一個堅實的價

值基礎，說明何以說有生不如死的情況，我們如何知道死亡對患者是比較好的。 

 

 

 

 

 

 

 

 

 

 

 

 

 

 
                                                            
43  Velleman J.David. 1999. “A right of self-termination?” Ethics. 109(3), p. 61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