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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評估死亡與預立醫囑 

到目前為止，我都一直假定當患者正遭逢不可忍受且無所回報的痛苦，並假定這種

情況下死亡既是符合患者的福祉又能顧及其尊嚴，而容許自殺與安樂死。然而這種

對死亡的評價和我們一般認為死亡總是傷害的看法之間是有一些緊張關係存在，或

許我們一開始對安樂死中死亡的評價就是錯誤的。也許，我們一般性的看法是正確

的，死亡總是個傷害，即使我們有時會說有生不如死的狀況，但在這種情況下，死

亡依然是個傷害，因為死亡是生命中最大的損失，關閉了我們所有可能的未來。又

或者我們應該接受伊比鳩魯(Epicurus)的看法，死亡對於我們而言不可能是比較好

的，因死亡發生時，死者已不存在而不能從死亡中獲益。如果真是如此，那自殺和

安樂死的證成在概念上的第一步就無法成功。所以接下來，我試著說明要如何評估

死亡，死亡的對個體的利弊到什麼程度，我們是透過什麼樣的方式得出這些評價。

接著利用此對生命價值的架構來探討無自願的安樂死和預立醫囑的效力。 

 

第一節    死亡何以不好 

在評估死亡之前，我們要先了解死亡的本質為何，或者是問死亡時到底是發生了什

麼事。對此問題的回答得奠基在我們到底是由什麼構成，或者是問我們的本質為何

的問題之上。例如，假使我們的本質是靈魂的話，那死亡就是靈魂和肉體分離之

時，而靈魂進入到另一種存在的狀態，若是根據此來評價死亡似乎可以很直接了當

的回答－死亡對死者是好是壞是關係到此人所進入的另一個狀態為何，是上天堂還

是下地獄等等。然而，我的預設立場物理主義(Physicalism)，而死亡在本文的意思

不是指死者到了另一個世界或狀態，而是指停止存在。不過用什麼標準判定我們何

時停止存在，是心肺功能停止、腦死或是意識能力不可逆的喪失之時，在此先撇開

這個問題。 

        那在評價死亡時我們到底是在評價什麼。我們所評估的不是死亡的過程對一個

人所造成的傷害，當然葬身火窟或溺斃會比在突發性的暴斃痛苦得多；也不是評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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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死亡的預期對一個人所會帶來的傷害，況且這也得預設死亡本身是不好的，不然

怎麼說預期死亡會發生可以造成傷害；亦不是評估當某人死亡時對周遭之人所會帶

來的傷害，很明顯的有些人死亡對於週遭的人傷害是比較大的。雖然這些問題都很

重要，但在此評價死亡的核心部份是這死亡對於死亡之人而言是如何。 

        當死亡發生時我們停止存在，那死亡如何可能對我們造成傷害。死亡本身並不

像痛苦那樣，讓患者直接受到傷害，因為不存在並沒有任何內在的特性會造成傷

害。就如伊比鳩魯所說，當我們存在的時候，死亡就不會來臨，而死亡來臨之時，

我們已不在存在。他由此得出說害怕死亡是非理性的，死亡不會造成傷害，當然也

不會讓死者獲益。但我們還是可以說死亡對一個人是可以比較好或是不好的，有另

外一種方式可以讓一件事對我們不好－透過比較的方式。例如，我面前有兩張樂透

彩卷，我抽中其中一張 200 元的小獎，但我沒有拿的另一張卻是億萬元的頭彩獎，

這種情況下說這對我是不好的是可理解的，但這不是說 200 元本身是不好的，而是

有另一個更好的億萬元在那卻沒有得到，與此相較下抽中 200 元是不好的。而不存

在之所以不好是在這比較的意味之下。因為和繼續活下去相比之下，死亡讓我們得

不到要是繼續活下去所會有的福祉，也就是說一般說來死亡排除了要是此人繼續活

下去從生命中所可以獲得福祉。這種說法被稱為死亡的剝奪說(Deprivation Account 

of Death)。 

        雖然這說法是在正確的方向上，但是卻也有其難題。因為即使使用剝奪說，前

面所提伊比鳩魯的問題在此依然會出現，即使死亡剝奪了你要是繼續活下去所會得

到的福祉，但是當你死亡的時，你已不存在。這樣比較一件事情對一個人好或不

好，似乎必須預設此人的存在。如果我們不願意接受伊比鳩魯的論證，我們必須否

認這個預設。如前面所區分，死亡和一般的壞事不一樣，不會因為其內在的特性而

對我們不好，而是由於不存在會奪走我們從生命中所會獲得的福祉。可是直接否定

這預設會有很嚴重的問題。因為一個可能存在但事實上不存在的人，假設他會擁有

值得活的人生，否定這預設我們似乎就可以說雖然他不存在，因為未出生的不存在

同樣也剝奪了他可能會擁有的人生，而對他也是個傷害。那我們進行避孕的措施會

對這些可能之人造成傷害，而稍微計算一下這些可能之人的數量，這傷害的規模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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遠勝於任何人類歷史上發生過的人對人的傷害。對此的回應也許可以說我們在可能

之人的情況下說他們被剝奪了原本將會有的人生是有問題的，因為從未存在之人怎

麼可能會被剝奪，這未曾發生在實際存在的人之上，但死亡不一樣，是發生在實際

的人身上。一般的傷害確實要預設此人的存在，而剝奪的傷害發生時，此人雖然不

必定要存在，但如果從曾未存在過，那是不會造成任何傷害，剝奪說所要的只是說

此人必須要曾經存在於某個時候。 

        不過這樣還是沒有說明為何可以比較，當你死亡的時候，還是不存在，還是沒

有個比較的對象，而不能說死亡比較好。這預設說要進行比較需要有前後兩個階

段。確實，一般的情況下是可以滿足這個要求，但這能否普遍化到所有的情況，這

預設不只讓不能說我們死亡比較好或壞之外，還有個令人無法接受的推論後果。例

如，當我們在搶救一個人的生命時，這人很感激我們救了他一命，而跟我們道謝，

然而，如果這預設為真的話，那他的道謝是沒有根據的，因為如果我們沒有救他而

是看著他死亡的話，就沒有後面這個可以比較的階段，從而無法比較，所以他不能

說活著對他比較好，而因此感激我們。如果我們不願意接受這種說法的話，那勢必

就得放棄這預設。 

        可是這還是沒說死亡到底剝奪了什麼，而讓我們比較不好？很明顯的，如果沒

有死亡的話，我們是可以繼續活下去，直到永遠。而如果永生是件好事的話，那死

亡一定是不好的，相反地，如果永生不是件好事，那死亡可以是好的。 

        可是這種回答不是我們評價死亡時所關心的比較對象而且也太過含糊，因為永

生的方式有無限多種，死亡究竟是剝奪了那一種，或者是問哪一種永生和死亡來比

較才是恰當的。直覺上，我們可能認為永生是不錯的，但稍經反省後就會知道事情

可能不是如此。如果死亡剝奪了我們繼續活下去的可能，那實際上這到底是剝奪了

什麼，對此合理的推測是想像一個世界除了此人沒死之外，其他所有的條件都和我

們現實世界相同，那這人老化的機制就仍會持續的進展，漸漸喪失生命力，變得虛

弱、痴呆、行動不便等等，但卻不會死亡。在這種情況下，死亡反倒會是一種解

脫，而不是一種剝奪。但即使我們把其他可取的特徵放入永生之中再來比較時，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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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不只是長生還不老或是想像永恆存在於天國之中，那這種永生會是個好事嗎？答

案可能是否定的，但在此這不重要。不過要注意的是就算說永生是不可取的，也就

是說活到某個時刻之後死亡不再是不好的，也不是說死亡就一定會比較好，因為很

可能當我們實際死亡時生命還是值得活下去的。那如果永生總是可取的話，那死亡

對每個人而言就總是極大的損失，不過這會讓我們很難說明何以認為英年早逝的人

會比壽終正寢的人不幸的多。我們確實對一個人一定會死於某個時刻感到傷心難

過，不過更令人難過的是某人死於特定的時間和方式。這顯示出我們不是以永生當

作基準來評價死亡，我們不是假定死亡不發生的話，此人會如何，而是比較要是不

死於某個特定的死亡，而之後再死亡是否會比較好。 

        這能幫助我們解釋何以英年早逝比壽終正寢會更令人覺得遺憾，假設一位 20

歲的年輕人在車禍中喪生，根據剝奪說的解釋是要是他沒死於車禍之中，他很可能

會繼續活到 80 歲，而在車禍中喪生剝奪了他往後 60 年的生命。假如另一位 79 歲

的癌末患者死於敗血症，如果阻止這敗血症他同樣也可以活到 80 歲，那死於敗血

症剝奪了他一年的生命。單就數字上看來，很簡單的就可以理解年輕人死亡時的損

失比癌末患者的損失多的多，但對於年輕人和癌末患者而言，要如何說實際的死亡

究竟是好是壞，這得看個別要是死亡沒發生的話，那生命最可能為真的內容會是如

何。在年輕人的死亡當中，他所損失的不光只是 60 年，而是幸福充實的 60 年，與

之相比他實際上的死亡對他是非常不好。然而，在癌末患者那邊，雖然死亡減少了

他一年的生命，但這一年之中，很可能因接受化療與各種併發症的侵襲而讓這一年

充滿了不適和痛苦，與之相比實際上的死亡就不會是不好的，也許該說實際的死亡

不是剝奪他一年美好的時光，而是讓他免於一年的折磨。那似乎死亡之所以是不好

的是因為剝奪我們在生命中所能得到的好事，但如果生命中將不在有任何的好事可

期，那死亡實際上不會是件壞事。 

        雖然這可以說明英年早逝和壽終正寢之間的差異，但這說法仍不完全，因為這

無法解釋夭折和英年早逝之間的差異。按照剝奪說一個一歲時夭折的嬰兒其所受到

的損失會比一位 20 歲死亡的年輕人多，而因此死亡對這嬰兒的傷害跟這年輕人比

起來更是嚴重。但我們的判斷卻非如此，要解釋這差異也許要把生命中的心理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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納入考慮，因為年輕人死亡時比起嬰兒死亡時對自己的未來有更多的預期而和自己

的未來有更密切的關係(不只是考慮時間長短，而是考慮生命內各時期的連結關

係)，所以年輕人死亡時所受到的整體損失比嬰兒多許多。 

        不過這評估的工作實際運作上會遠比上面這簡單的描述更加困難，我們在評估

死亡時的目標是要知道如果他沒死的話，他將會過什麼樣的人生，然而我們如何知

道沒死的話會發生什麼事情。或者是更進一步的問題，一個人沒死的原因有很多，

要挑選哪一個來進行比較。例如，我們要挑選那一個原因來說沒有死於癌症，患者

死於癌症的原因可能是長期不良的生活習慣所造成、加上基因缺陷而誘發出癌症，

而最後死於敗血症。這每個都是患者罹癌的必要條件，任何一個不發生患者就不會

罹癌過世，個別都可以說是患者的死因。而挑選那一個原因沒發生來當作評價的對

象也會造成極大的差異。例如家屬可能會假設要是當初要勸他改變生活作息，他就

會健康地活下去而不會死於癌症，而家屬對此感到非常難過。但也可能會選擇敗血

症為死因，假若他沒死於敗血症，但隨後死於其他併發症，那這死亡就不會太糟。

這暗示說我們對一個人死亡的評價可能沒有單一正確的評價。 

        不過這也可能是因為癌症是一種長期發展的疾病，而讓我們很難找出一個單一

評價，有些情況是可以有單一的評價，例如車禍中死亡的年輕人，很明顯的，我們

會選擇車禍來當作死因。假若沒在車禍中喪生的話，那他可能會有 60 年充實美滿

的人生。雖然以車禍來當作死因，原則上仍有無限多種方式不會造成死亡。例如，

有可能是車禍沒發生、雖然有車禍，但是沒有受傷、有受傷但是沒有致命傷或是有

受到致命的傷害，但急救數天之後死亡而非當場死亡等等。不過我們對這種突發的

死亡所比較的對象是完全不發生車禍，而不是其他可能性。或許這種剝奪說還會有

其他棘手的問題，然而我相信這是解釋死亡何以是不好的一個核心要素。而在一般

安樂死的情況中，我們對死亡的評價是類似於對前面那位癌末患者的評價。死亡對

於患者來說並不是不好，而是一種解脫。 

 

第二節  無自願的安樂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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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則上我認為無自願的安樂死在道德上也是可被容許的，但這和自願的安樂死不同

的地方是這似乎只能出自於考量到此個體的狀態而決定是否對之進行安樂死，而不

能出自於尊重這個體的意願。而這在某一種情境下的無自願安樂死會造成特別的問

題。 

        要注意有兩種類型的無自願的安樂死。一則是此個體從未有能具有足夠的心理

能力去思索生死議題而未對此表達出偏好。例如，非人的動物、新生兒或是認知嚴

重缺陷的人。有人認為無自願的安樂死因為濫用的風險會比自願的安樂死更嚴重，

而更難以證成，確實，無自願的安樂死的範圍是增加了。但如果這個體從未為人的

話，即使範圍增加，但發生濫用的頻率會因為誘因較少而比較低，整體來說，這種

無自願安樂死濫用的風險並不會比自願的安樂死嚴重。此外，更重要的是即使在這

種情況下濫用所造成的傷害並不會比自願的安樂死嚴重。因為這些未曾為人的個體

死亡時所受到的傷害，由於其心理能力的限制，只是侵犯到這個體當下繼續活下去

的利益，而對這個體整體生命的傷害是有限的。這類無自願安樂死的反對基礎最多

只能說允許這很可能會有嚴重的後果。 

        不過，人們所擔心會受到濫用的無自願安樂死可能是指另外一種，那些曾經為

人，但不可逆地失去了思考生死議題並對此表達出偏好的能力，而在喪失決定生死

議題之前，為對此未表達出任何意願。當然，如果在有行為能力時，這人表達出不

願意被施予安樂死的意願的話，那這似乎構成一個決定性的理由不去結束他的生

命。但在無法取得此個體的意願時，例如在 PVS 的狀態下，我們該如何怎麼判斷

是否對此個體進行安樂死。雖然不能尊重其意願，但仍可以透過評估患者的最佳利

益來加以回應，不過誰有權來決定，要用什麼標準來決定此個體的最佳利益，這和

對不曾為人的個體所進行安樂死的考量並不相同，不能只考慮到其福祉，還要考量

到此個體在沒有喪失行為能力之前的價值觀。例如，因意外而不幸陷入 PVS 中的

年輕人，在台灣最著名的例子是民國 52 年，當時 17 歲就讀北二女(現為中山女高)

樂儀隊指揮的王曉民因車禍成為植物人而臥床 44 年至今，她的母親曾請求對她進

行安樂死，這可被容許嗎？我們思考的第一步是死亡對這個體而言是否是比較好

的。嚴格說來，死亡與否對她並不會有太大的差別，死亡雖然結束她的生命但並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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剝奪她原本會有的美好人生，因為陷入 PVS 時就已剝奪她那原本會有的美好人

生，我們替她感到難過的主因不是她的死亡，而是身陷在 PVS 之中，而死亡結束

了這不幸的事件，所以在這種情形下，死亡可以說是符合此個體的利益。此外，在

這個時候，也並不會違反此個體曾經為人的重要性，因為已不可能犧牲其理性特徵

來換取利益，而如果這不會違背此個體原本有或可能會有的價值觀，亦不會傷害到

他人的利益，那對此進行安樂死在道德上應該是可被容許的。 

        在這兩種無自願的安樂死中，個體不論是缺乏能力或是未能來得及表達生死的

偏好，主要的考量一則是依照其最佳利益的要求來行事，另一則是除了其最佳利益

外，也要考量到此個體可能會有的價值觀來判斷是否會同意在這種狀態下結束生

命。然而，這一種曾經為人的安樂死，不僅限於 PVS，在一些漸進性的疾病，例

如阿茲海默症中也可能會面臨生死抉擇，但通常這類患者有機會預先立下醫療指

示，預先要求當他們喪失行為能力之後，他們該接受到什麼樣的醫療處置。這預立

醫囑乍看下似乎沒有太大的問題，因為如果我們接受安樂死的理由是考量到患者的

處境之後，尊重患者的對自己命運的決擇。要是自願的安樂死是可被容許的話，那

預先給予這安排彷彿就只是一種自願的安樂死而並不應該由於時間上的先後而有損

這決定效力。但這預立醫囑在某些情況下除了有實踐上問題之外，例如，在立下這

醫囑時，患者是否仍算是擁有充分的行為能力。再者，即使有充分的行為能力，仍

可能因無法準確預測病情或科技發展而使預先的醫療指示無法應用。不過讓我們假

定這些實踐上各種的問題都未發生，預立醫囑的效力依然會遭受來自行上與價值議

題的挑戰。以下讓我們討論一種難題－當預立這醫囑的個體和接受這醫囑的個體之

利益間有所衝突的時候，該尊重何者。 

 

第三節  預立醫囑的道德權威性 

這類情況發生的情境是，患者發現自己處於某種會造成認知能力退化的疾病初期，

如阿茲海默症，預見自己會隨著疾病的發展而漸漸地痴呆，因此預先立下醫療指

示，當痴呆的情況嚴重到讓他失去行為能力時，當出現會致命的症狀，不要對他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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行治療，而允許他死亡(當然也可以主張，一旦陷入嚴重痴呆的時候便主動結束他

的生命)。不過等到他真的喪失行為能力時，他的日子過的雖然有些不便，但有著

如孩子般原始單純的快樂。假設他真的發展出致命的症狀，如肺炎，如果按照預立

醫囑而不施予能救命的盤尼西林，那他幾乎確定會死亡；當被問到要不要活下去

時，他已記不得那預立醫囑，他說想要活下去，或強烈顯示懼怕死亡。 

        這時我們似乎面臨到一個兩難，稱立下這醫囑的個體是剛發病的患者，稱喪失

行為能力後的個體是已痴呆的患者，這兩個時期的利益有表面上的衝突，一方面，

我們認為要尊重剛發病患者，根據自己的價值觀對自身未來的醫療行為所作出的決

定；另一方面，結束一位還能享受到單純快樂，且不想死亡的患者之生命似乎讓人

覺得有所不妥。 

        預立醫囑除了會遇到這價值衝突的難題外，還有一個更根本來自行上學的挑

戰。那就是因為在這種漸進性的痴呆過程中，患者由於心理能力急劇地衰退，讓患

者不再為人，而造成前後的個體在數量上是兩個不同的個體。如果這種情況下真是

不同的人，這預立的醫囑似乎就失去其效力，這不能說是患者自主權的延伸，因為

剛發病的患者指示的對象是他人，雖然此人是無行為能力的。這種情況很像父母生

前替自己的小孩預先給予醫療指示，這不像是預立醫囑，而是替一位無行為能力的

患者所進行的代理醫療決定。當然，如果這預立醫囑所指示與這已痴呆的個體的利

益沒有衝突的話，那無論是否是同一個個體，我們仍應該給予相當的尊重，因為這

不會對他人造成傷害。 

        不過當這兩個個體的利益之間有衝突發生時，主要的優先考量似乎要是已痴呆

患者的最佳利益，而非尊重剛發病患者的醫療指示。在此，主張剛發病的患者因為

與已痴呆患者有密切的關係而有權代替這已痴呆患者來決定接受何種醫療處置是很

有問題的，因為已痴呆的患者是新的個體，雖然只剩非常基本的心理能力，很難說

這個體會有什麼價值觀可言，如果有的話也只是單純的趨樂避苦。這衝突的情況可

分為兩類，首先，假設剛發病的患者的預立醫囑是希望痴呆後結束這樣的狀態，但

已痴呆患者的最佳利益是繼續活下去。而如果這兩個個體真的在數量上是不同體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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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話，那我們就不該按照這預立醫囑而行事，尊重這醫囑就好像是說父母生前有權

決定結束嬰兒的生命，哪怕這嬰兒的生命仍是值得活下去的。第二種衝突的可能性

是假設這預立醫囑是要維持這樣的痴呆狀態，即便已痴呆患者的最佳利益是死亡。

或許現實中，會作這種選擇的人並不多。因為即使是反對安樂死的人而言，在類似

的情況下還是會同意允許已痴呆患者死亡，例如透過撤除維生裝置。而如果無自願

的安樂死是可被容許的話，那這似乎是其中的一種。可是要注意安樂死只是可被容

許，並非道德上必要的。如果與已痴呆個體共享同一個身體的人或其家屬要求讓這

無行為能力的個體繼續活下去，旁人對此仍要給予相當的尊重，不過這時預立的醫

療指示對旁人的要求是有其限度的。 

        但剛發病的患者和已痴呆的患者究竟是否為同一個人，對此要給予完整確實的

回應的話，最佳的方式是提出對我們本質的說法，例如說，會主張是不同人是因為

錯誤地預設我們的本質是人(person essentialism)並以心理的連續性來解釋同一性，

所造成的推論結果。但這不是唯一的方式，從接受他們為不同人會有什麼樣令人難

以接受且不符合我們日常行為的推論結果亦可加以反對。例如，我們得說剛發病的

患者在痴呆的過程中停止存在，而我們一般認為停止存在便死亡的話，那剛發病的

患者在痴呆的過程中死亡。同樣的，已痴呆的患者在痴呆的過程中開始存在，但他

是如何被帶到世上的？明顯不是被生下來。難道以痴呆的患者和孫悟空一樣突然蹦

出來嗎？或許有其他的詮釋可以讓剛發病患者和已痴呆患者是不同的人，但卻沒有

這麼怪異的推論結果44。不過只要還是不同的人，或是不同的個體就很難看出來何

已剛發病患者的醫囑之效力可以延伸到對已痴呆患者的身上。 

        比較合理的看法，雖然這患者改變相當巨大，但並未死亡。把剛發病患者和已

痴呆患者看成是同一個人生命中兩個不同的階段。那問題就是如何解決一個人在不

同時期的利益衝突，或者是問對此人而言什麼是他的最佳利益。對此一個很著名的

解決方式是利用德渥金所提出對於不同類型利益的區分，患者擁有關鍵利益

(critical interest)，這是由此人自主的偏好所決定是哪些能讓生命有意義和深度的事

                                                            
44 DeGrazia, David. 2005. Human identity and bioethic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pp. 168-
1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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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而這有別於我們的經驗利益(experiential interest)，這是由那些我們可以從中感

受到愉悅的事物所決定。已痴呆的患者即使有活下去的經驗利益，但其關鍵利益所

要求的是卻相反，不過由於德渥金認為關鍵利益是優先於經驗利益，所以要尊重這

此人的預立醫囑，這才符合已痴呆患者的最佳利益。 

        這種說法雖然可以讓預立醫囑有其效力，不過會何已痴呆患者當下的最佳利益

是由關鍵利益所決定的。這似乎簡化了我們當初所面對的價值衝突。通常來說，當

生命中不同時期緊密連結在一起時，要是關鍵利益與當下的經驗利益有所衝突的

話，我們是可以藉由關鍵利益來判定對此人而言，最好的事情到底是什麼。不過在

痴呆的過程中，所造成的是這個體的自我逐漸的消失，而讓這段時期與生命中其他

時期勉強連結在一起。所以很有可能符合這段痴呆時期的利益，未必符合其生命整

體的最佳利益。這種情況可以想成對一個小孩而言的好事是不同於對他長大成熟之

後的對他的好事，不過從孩童到成人的過程是個人們可以接受自然發展，因痴呆而

變得如孩童般無行為能力則是令人遺憾的退化。如麥克馬漢所說：「一個個體的福

祉可能隨著他的本性、性格、價值和偏好而改變…，痴呆已對她[已痴呆患者]的本

質造成深遠的改變…既然她痴呆了，對她現在的本質而言恰當的福祉似乎是單純的

滿足。」45 

        這樣理解當初所面臨的價值衝突是比較合理的，這比較不像是一個人在不同時

期的利益衝突，而比較像是對當下利益和對生命整體利益的衝突。而醫師的選擇就

是該做對他而言現在最好的事(依照本性，繼續活下去)還是該做讓生命整體變得最

好的事(按照醫囑，而結束生命)。這是個棘手的議題，假設剛發病的患者有預立醫

囑要結束這痴呆的狀態，似乎一般同意要尊重這醫囑，所以優先的考量是生命的整

體利益，不過要說明為何是如此需要說明一個人對自己的理性考量基礎為何，這基

礎如何用以支持預立醫囑。不過可以換個方式來看，假設這人來不及預立醫囑的

話，又該怎麼辦。在後面這種情況結束患者的生命，能算是無自願的安樂死嗎？先

前討論結束 PVS 患者的生命是否能符合此個體的利益，在此或許也說得通。死亡

                                                            
45 McMahan, Jeff. 2002. The ethics of killing: problems at the margins of life. Oxford ethics series.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p. 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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嚴格說來對已痴呆患者不會有太大的差異，雖然死亡會結束他的生命，但並不為剝

奪他原本會有的人生，因為嚴重痴呆已剝奪了他原有的人生，令人遺憾的主要不是

死亡，而是無可恢復的痴呆。死亡結束了這一般我們認為不幸的狀態，那這仍是一

種無自願性的安樂死46。那尊重此人預先指示的醫療囑咐而結束自己的生命也應該

可被容許，而這是一種自願性的安樂死。 

 

 

 

 

 

 

 

 

 

 

 

 

 

 

 

 

                                                            
46這關係到我們如何評價一個生命的結構，要是我們普遍不認為在老年之後的一段痴呆期不算是傷

害到整體生命價值的話，這還算是安樂死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