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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對反對安樂死之論證的回應 

 

安樂死論證的類型可從以下四大焦點切入：第一個是出於患者本身所具有的特殊價

值，而不能進行安樂死。這類論證多半有神學背景，他們可能會說因為人類是按照

上帝的形象所創，殺死人類就是褻瀆上帝，而不被容許。但可以不需要這樣的神學

預設。例如康德說因為人作為目的自身，而不能因為為了要解除痛苦而結束自己的

生命，如果是這樣的話，就只是把自己當成純粹的工具。在此只會簡短的討論這些

宗教型論證，因為如果要公平的對待這類論證，就必須去挑戰其宗教預設，而那會

把討論拉的太遠，所以只會簡單的點出這類論證都有其內部一致性的問題。我所關

心的是像康德這種非宗教式的論證，因人類理性特徵(rational nature)所賦予我們的

特殊地位是否會禁止安樂死；第二種則是就患者的狀態來考量，這可以視為對上一

個焦點所遇到之挑戰的一種回應，因為就算人類具有特殊地位，我們還是容許在某

些情況下殺人。是什麼理由可以容許戰爭或自衛殺人，我們對此似乎已經找到了充

分的證成，這主要是建立在無辜(innocence)和非無辜(noninnocence)之間的差異所造

成不同的對待方式，而只要患者是無辜的就不容許蓄意地結束其生命；第三種是就

安樂死所採取的行為類型或屬性來考量，一則是利用殺死(killing)和允許死亡

(letting die)之間的區分，積極的安樂死是殺死患者，然而現行所容許會造成患者死

亡的醫療行為不過都只是允許患者死亡。另一個則是利用患者的死亡在醫師的行動

中是否只是個可預見的結果而非其意圖的區分，這建立在傳統上所謂的雙重效果原

則之上(Doctrine of Double Effect，以下簡稱 DDE)，患者的死亡不能是醫師的意

圖，但可以是一個可預見但非意圖的副作用；第四種是就醫師放棄治療時的種類，

利用一般(ordinary)和特殊的(extraordinary)治療之間的區分來反對某些消極的安樂

死。 

        以下我們從患者的狀態和放棄治療的種類開始探討，再轉到最常被用來區分何

以容許現行會造成患者死亡的醫療行為，卻反對 PAS 和 VAE 的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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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節  患者是無辜的 

殺人在人類的歷史上一直是個禁令，不過這禁令不是不容許例外的。在戰場上殺

敵、死刑和自衛殺人是我們多數人所容許的，而這些殺人的行為之所以被容許有一

個關鍵因素是這些情況下被殺死的人都不是無辜的，也就是這些人之所以容許被殺

死是因為他們曾經或正對他人的性命構成威脅。我們因此修改最初所接受「殺人總

是錯的」這原則，改為「殺死無辜者總是錯的」。而根據此原則，明顯地安樂死就

不能被允許，因為患者一般而言多半是無辜的，安樂死結束一位無辜患者的生命，

所以安樂死是錯的。這樣的推論看起來是有效的，但實際上卻丐題了。 

        詹姆士．睿丘斯(James Rachels) 用一個形式相同的論證來說明訴諸無辜何以是

不健全的4。假設有一個人接受說「殺死一個健康的人總是錯的」這原則，或許這

沒有人主張，不過這是個可能的立場。當有人問他那可否容許自衛殺人，他的回答

是不行，而給了以下的論證： 

1. 殺死一個健康的人總是錯的； 

2. 自衛殺人是殺死一個健康的人。 

所以，自衛殺人是錯的。 

        但當我們被迫要保衛自己而殺人的時候，他出來跟我們說：「等等！他是健康

的阿」，我們的反應是那又怎樣。在進行安樂死的時後，反對者出來跟我們說患者

是無辜的阿，我們的反應可能也會是那又怎樣。除非我們先認定自衛殺人是錯的，

不然我們不會接受第一個前提，而這論證犯了丐題的謬誤。同樣的，利用「殺死一

個無辜的人總是錯的」這原則，來禁止安樂死也犯了同樣的謬誤。除非已先認定安

樂死是不被容許的，不然我們不會接受這個原則。 

                                                            
4  Rachels, James. 1986. The end of life: euthanasia and morality. Studies in bioethics. Oxford 
[Oxfordshire]: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pp. 68-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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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也可以利用一組對比的情況來說明無辜這因素在安樂死的考量上不應該造成

可被容許與否之間的差異。想像一種情況，有一個對你造成威脅的人(譬如說是黑

幫老大)，罹患某種極痛苦的病症，威脅你如果不給他注射致命的化合物，就要派

他的手下去傷害你(因為你是唯一一位有能力以無痛且快速的方式造成他死亡的

人)；與另一位無辜的患者，罹患同樣嚴重的疾病，也要求你替他注射致命的化合

物以避免痛苦。我們在考量是否要遵照患者的要求時，會因為前者對我們有威脅，

就容許醫師對他注射化合物，而後者因為是無辜的而不能替他注射化合物，而讓他

繼續忍受痛苦嗎？我想我們的直覺反而是不願盡速地結束那位對我們有威脅患者之

生命。不過，如果我們是一位以患者福祉為優先考量的醫師的話，那似乎我們應該

公平地對待這兩位患者。這未必是說我們一定都要為這兩位患者注射致命的化合

物，而只是說要麼都不替他們注射化合物，或要麼都替他們注射。患者無辜與否不

應該造成是否容許對患者進行安樂死的一個因素之一，而如果真要把這因素列入考

量的話，我們反而認為無辜的患者似乎更具有優先性。 

        不過為何我們會覺得無辜這因素在決定是否可以殺人時有相當的份量。這是因

為是容許殺死造成威脅者，對「殺人總是錯的」這原則而言是說我們可以根據這種

理由來容許殺人，然而當某人是無辜的時候，這只是說我們不能因為某人是有威脅

的這理由而容許殺死他。但這不排除說沒有其他理由可能可以證成殺死無辜者。從

殺人總是錯的，到容許殺死非無辜者，是無法得出殺死無辜的人總是錯誤的。而我

們之所以一開始容許例外就顯示岀我們並未把這原則當成是個獨斷的禁令，而是容

許有理由來接受例外的原則。所以這原則改寫為「沒有理由的殺人總是錯的」會更

為恰當，而殺死非無辜者已是個可被接受的理由，但或許還有其他可被接受的理

由。也許患者的身陷不可減緩的痛苦中構成一個理由去終止他的生命。所以我們不

該說殺死一個無辜的人總是錯的，而是要說：「殺人一般而言錯的，除非被殺者是

有威脅的或有其他可能被證明為合理的理由」。然而，放棄「殺死無辜者總是錯

的」這原則不等於說安樂死就應該被接受，我們仍必須檢視容許安樂死的理由是否

說得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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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醫療行為的類型與醫師的專業道德 

醫師在生死關頭常會面臨到一個問題是：醫師是否一定要盡一切地努力去把患者從

鬼門關前救回來？一般說能容許放棄5特殊(extraordinary)的醫療行為，但卻不能放

棄一般(ordinary)的醫療行為。醫師似乎能利用這個區分來決定是否要繼續治療或

放棄治療。這似乎是個決定是否容許消極安樂死的一個判準。有一些情況下，已經

同意對患者撤除維生裝置(通常是呼吸器)，預期患者會由於撤除這呼吸器而死亡，

雖然有時候患者能回復自主的呼吸。但如果我們一開始同意撤除維生裝置的理由是

死亡對於患者不是件壞事，那為何不也撤除其他維生裝置，如靜脈導管。 

        有人可能認為放棄一般的醫療行為是殺死患者，而放棄特殊的醫療行為則只是

允許患者死亡，把這區分奠基在殺死和允許死亡的區分之上，拔除靜脈導管就形同

是殺死患者，而移除呼吸器則只是撤除原本促進患者呼吸的裝置，不是殺死他而只

是允許他死亡。又或者是把這區分奠基在意圖和可預見但非意圖的區分之上，放棄

一般醫療方式是意圖患者的死亡；然而，放棄特殊的醫療方式則只是預見患者會死

亡，但患者的死亡並非醫師的意圖。我們之後再來討論這些可能的基礎。不過他們

也可能認為這對於治療方式的區分本身就重要，然而有什麼理由來認定這區分是有

重要性的。 

        首先要先了解這是個怎麼樣的區分，睿丘斯介紹兩種可能的分類方式6，一種

是常識性的理解，我們日常的理解似乎就透露這是個怎麼樣的區分。一般的醫療方

式是指那些常見、簡易、所費不高的醫療方式；相對下，特殊的醫療方式則是指那

些罕見、困難、所費不眥的方式。這種理解方式明顯的不是很清楚，因為要到什麼

程度才算是常見的、怎麼樣的方式才是困難的，多少的花費才算是昂貴的等等。不

過即使我們能定出怎樣的標準才算是，也很難看出這區分實際在幫助醫師思考可否

撤除治療上能有多少貢獻。一個明顯的反例是對於一些重症的末期患者，一旦感染

                                                            
5 在此放棄(forgo)治療有兩種方式。一則是不施予(withhold)任何維生裝置，另一則是當已施予維生

裝置，中止或撤除(withdraw)維生裝置。 
6  Rachels, James. 1986. The end of life: euthanasia and morality. Studies in bioethics. Oxford 
[Oxfordshire]: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pp. 96-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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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肺炎，我們是容許醫師不進行治療，可是治療肺炎只需要施打盤尼西林，而似乎

不管根據什麼標準來看，盤尼西林都算是一般的治療方式。所以很明顯的這常識性

的區分方式是有問題的。醫師決定不施予盤尼西林是根據患者的情況來考量，而不

是考量醫療方式本身的性質。 

        另一種方式是規約性的定義。一般的治療是指那些有合理可預期的療效，並且

無過度的花費、痛苦和不便就可取得；相對的，特殊的治療是指需要過度的花費、

痛苦和不便才能取得，而且沒有合理的療效。 

        這種方式表面上似乎可以解決上面之所以容許醫師不對發展出肺炎的重症患者

施打盤尼西林的問題，因為這沒有合理可預期的療效，雖然這並不昂貴且又不會造

成痛苦亦不難取得。但這定義本身實際上也不能幫助醫師決定是否可以放棄治療。

因為這定義中所使用的語詞判準是相對的。如果一位青年罹患需要龐大手術費用的

疾病，但接受手術則可以康復，我們不會說這手術的費用是過度的；但如果一個癌

症末期的患者也罹患這同樣的疾病，這時同樣的手術費用在此很可能就算是過度

的。所以醫師仍然需要先評估延長患者的生命究竟是好是壞，才能判定這是否算是

有合理可預期的療效，不過這就不是因為所採取的醫療行為本身的特徵，而是考量

到患者本身接受治療後的結果是好是壞，所以這定義的方式亦不能幫助醫師決定是

否該繼續治療。 

        另外，也有人說醫師的天職是要搶救人命並保護患者免於疾病的侵襲，而不是

結束人的性命。所以醫師不可以殺死患者，即便是為了患者好，或許由他人來動手

是可被容許的，但醫師這樣做是有違其專業道德。但有什麼理由相信醫師無論如何

都不能殺人。一個可能的理由是在成為醫師之前，每位醫師都被要求必須遵守某一

種約定或宣言，當中清楚的規定那些醫師能作，那些不行。例如，最著名的是希波

克拉底誓詞(The Hippocratic Oath)，不過這不是說我們就不能質疑這些宣誓的理性

根據何在，而也許有修改這些宣言的可能。譬如說，在希波克拉底誓詞中有說過醫

師不能墮胎，但現在我們是容許墮胎的。不過即使醫師因為發過誓，而不能殺死患

者，也無法得出殺死患者在道德上就總是錯的。睿丘斯對此給了一個類比來說明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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諸醫師的天職來反對安樂死的這理由有多糟糕7。假設你把故障的車子送到修車廠

修理，經檢查後發現車子的損傷太過嚴重以致於無法修復，於是你要求修車師父把

車子解體並報銷。不過修車師父說他不能這樣做，因為他的工作是把車子修好，讓

車能夠繼續使用，而破壞車子有違他的專業道德。修車師父建議他把車子送到解體

場去，但他不能幫客戶把車子解體。不過即使安樂死有違醫師的專業道德，我們也

許可以透過創造另外一個職業專門負責安樂死，或把那些願意接受安樂死的醫師賦

予他們另外一種新的職業名稱，也許稱之為「超醫師」，而他們的職業道德是允許

救人和安樂死的。然而這種方式，並沒有從根本上排除安樂死，只是說有些「醫

師」不接受安樂死，另外有一批願意接受安樂死的「超醫師」。 

        接下來讓我們來看討論反對安樂死所最常用區分，利用安樂死的行為本身或其

帶有的特徵來反對某些類型的安樂死。在此之前，有個方法論上的議題要先討論。

那就是，我們要如何知道一個因素在道德上有其重要性。基本有兩種方式可以來進

行，一個常用的方式是利用一組例子來呈現出這因素所造成的差異，這種方式的一

個好處是可以不用探討這區分背後的基礎為何，而依然能夠呈現出此因素的道德重

要性，不過這種方式有其根本上的問題，而會損及其論證的效力。另一種方式則是

直接討論我們使用這區分時背後的判準為何，進而找出這區分的判準來幫助我們回

答這種問題。 

 

第三節  對比論證 

我們前面在討論患者的無辜與否是否會造成其道德地位的差異時已經用過這類論

證，而這論證的效力可借用化學實驗的方式更清楚地來說明。例如我們想要知道紙

張的顏色是否會造成燃燒速率的不同，我們會使用兩種不同顏色的試紙來實驗，而

重要的是我們必須固定其他所有的因素，如氧氣的含量、溼度、紙質等等，務求這

兩者之間只有顏色的差異。如果實驗的結果是一樣的話，那這顯示出顏色的差異不

會影響燃燒速率；反之則表示這差異是來自於顏色的不同，或至少顏色必定是個相

                                                            
7 Ibid., p.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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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的因素。在檢視一個因素是否會造成道德差異時，我們也可以採取類似的方式，

基本的策略同樣是呈現出一組例子，讓兩者間只那個我們要討論的因素有所不同，

例如一則是殺死一個人，另一則是允許一個人死亡，並固定其他的因素，如動機、

結果等等。如果我們對此組例子會給出不同的道德判斷的話，那一定是我們要討論

的那差異所造成的，反之則表示這差異不會造成道德差異。 

        這種類型的論證有幾種可能的攻擊方式，一個方向是從這組例子本身的來加以

攻擊，例如，可以質疑其他所有因素是否真的都固定不變，也許事實上不可能保持

其他的因素都一樣8；不然就是懷疑那個要討論的因素是否是真正的差異。在科學

的實驗上，似乎都很清楚的可以判定是否有差異，然而在倫理學的討論中，我們可

能還沒有找出區分的方式，或甚至可能沒有這種區分。所以我們懷疑的不只是這區

分沒有道德的重要性，可能是更基本的質疑說這區分是否存在。 

        此外，這類型的論證也可以從對這組例子的判斷來加以攻擊。由於最終我們是

依靠直覺來判定這因素是否有道德差異，可是我們的直覺可能沒有那麼敏感而無法

察覺到這當中的道德差異，不過真是如此的話，那就算真的有差異存在，在實踐上

的重要性可能也不大。但還有一種更根本的反對是或許有人真心沒有持有論證者所

訴諸的那種直覺，這提醒我們必須盡可能使用一些較無爭議的例子，以確保論證的

說服力。不過還是有可能最終或許我們根本就不該相信直覺的判斷。  

        不過即使這類的論證能夠成功地避開這些攻擊，謝利．柯根(Shelly Kagan)正

確地指出這類論證都犯了一種會損及其根本合理性的謬誤9。主要的問題是要獲得

這論證的結論必須預設因素之間的運作方式是加法的互動關係，而且彼此的份量是

相互獨立的。然而道德因素之間的互動通常不是這種運作的方式，所以這種對比論

證是有問題的。但這不是說我們就不能採取這種論證方式，只是要清楚採用這種論

證方式的目標及範圍何在，而我的目標和應用範圍是在安樂死的情況下這些區分是

沒有道德的重要性，或即使有也不會造成道德上可被容許和禁止之間的差異，而不

                                                            
8 如 Joachim Asscher 就是採取這種反對方式，參見 “Killing and Letting Die: the Similarity Criterion”, 
Journal of Applied Philosophy, 24(3): 271-282。 
9 Kagan, Shelly.1988. “The Additive Fallacy”. Ethics. 99(1):5-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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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要證明這些區分沒有具有普遍的道德重要性。所以放棄殺人和允許一個人死亡的

區分在安樂死上的重要性，不等於說這區分在所有情況下都不重要，只是仍不排除

有這可能。有人會說放棄這區分普遍的重要性，會對我們造成極大的負擔，因為允

許那些饑民餓死和送有毒的食物去毒死他們是一樣罪大惡極，而了解這種論證的效

力有多少之後，我們在此無需過度憂心會有這個推論結果。 

        所以在此關切的只是在安樂死的情況下這些區分是否會造成道德上的差異，如

果能夠顯示出光憑這些差異我們不會給岀不同的道德判斷，那似乎有相當的理由說

這些區分在考慮是否容許安樂死時不具有道德的重要性，或許這區分的重要性是被

其他因素所中和、掩蓋，或根本就沒有這個區分。 

        因此基本上當使用這種類型的論證時會把情況限制在安樂死的例子上來討論，

檢視這些區分在此是否有道德的重要性，不過對於接受這些區分有道德重要性的人

而言可能不會滿意這種論證方式，雖然我覺得這是因為他們預設這區分有普遍地重

要性來反對安樂死之故。不過我們除了可以指出這區分在安樂死的情況下何以不重

要或是難以判定之外，還能更進一步的說支持有這區分的人會有一些令人難以接受

的推論後果，而迫使我們放棄這區分的重要性。 

 

 

第四節    殺死和允許死亡 

一般常見的安樂死所採取的方式有下面四種： 

1. 患者要求不要施予維生的措施。 

2. 患者要求中止維生的裝置，醫師可以停止患者所需的照顧，或積極地撤除維

生裝置。 

3. 患者請求醫師給予能夠造成自己死亡的手段，例如，提供致命的化合物，而

患者自行選擇何時使用，以下稱此為 P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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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患者請求醫師採取必要的手段以造成自己的死亡，例如，替他注射致命的化

合物，以下稱此為 VAE。 

我認為這四種方式，如果滿足安樂死的條件，也就是在造成死亡時，醫師的動機是

為了要幫助患者，且死亡對患者比好或至少不會比較活著糟，那沒有理由認為只有

PAS 和 VAE 可以稱為安樂死。在此，我使用放棄治療來泛指前面兩種情況，現在

美國容許患者有權放棄任何治療，台灣雖然沒有這樣的普遍權利10，但在某些情況

下，我們還是允許患者拒絕或要求撤除治療。在台灣我們所容許的情況是要滿足

《安寧緩和醫療條例》中的規定。而後面兩種情況是一般支持安樂死所要訴求的對

象，為了方便討論，以下我用安樂死來泛指 PAS 和 VAE。 

        一種用來反對安樂死的理由是這些情況下醫師是殺死患者，而這在道德上是不

被容許的，目前所容許放棄治療的情況是醫師允許患者死亡，而這在道德上是可被

容許的。這種區分奠基在一個簡單的直覺之上－那就是殺人是造成傷害，而行動者

的介入是死者死亡的主要原因，所以行動者需要為此負責；另一方面允許死亡只是

允許傷害發生，死者的死因是行動者行動以外的原因，所以行動者不需為此負責。 

        然而這區分晚近受到許多哲學家的挑戰，這挑戰可分為兩個部分。首先，我們

能夠清楚的判定一個行為是殺死還是允許死亡嗎？接著，即使我們真的可以作出這

個區分，這區分會造成道德上的差異嗎？而且這差異的重要性足以決定一個行為在

道德上是否可被容許嗎？可能採取的立場大致上有四類：1. 主張這區分確實存在，

而且總是會造成重大的道德差異；2. 這區分確實存在，一般而言這會造成重大的道

德差異，但有時不會；3. 這區分確實存在，但不會造成道德差異；4. 這區分並不存

在，當然更不會說會造成道德差異。我們只必須要駁斥第一種可能的立場，便可以

主張這區分未必會對安樂死造成重大的道德差異，而或許依然能保持這區分在直覺

上的效力。 

                                                            
10 我個人懷疑我們有這種普遍放棄治療的權利，或至少在醫療機構中個人沒有行使這種普遍放棄治

療的權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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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在我們利用上面的四種會造成患者死亡的情形來看如何應用這區分。很明顯

的，當患者要求醫師不要施予維生的措施時，醫師是允許患者死亡，假定患者需要

救治的處境不是醫師所造成的。但是當患者要求醫師撤除維生裝置時，醫師是否只

是允許患者死亡而沒有殺死他，這種情況和不給予治療之間有一個重大的差異－就

是醫師有積極地作為去移除維生裝置，而不只是單純的袖手旁觀。 

        這顯示出這殺死和允許死亡之間的區分不是光看這是否有行動，因為有些情況

下允許某人死亡是需要有所積極的作為。例如，一位救生員下水去援救一名溺水

者，但溺水者太過緊張，而拖累救生員，救生員為求自保，不得已推開溺水者。我

們不會因為這救生員有推開的這個積極動作，而認定救生員是殺死溺水者。相反

地，救生員只是允許他死亡，所以主動地撤除維生措施可以是允許患者死亡。但要

注意的是主動撤除維生措施也可能是殺死患者。譬如說這次是由患者的仇人去移除

這些維生裝置，例如把呼吸器關掉。我們可能會認為這是殺死患者，而不只是允許

患者死亡。但或許這是由於我們覺得敵人的行為是不被容許的而影響了我們的分

類，畢竟仇敵和醫師的行為都是一樣的。 

        不過這裡有個明顯因素能說明，為何由醫師撤除維生裝置只是允許死亡，而由

敵人來移除卻不是。因為醫師是提供維生裝置的施援者，而敵人則否。由醫師來撤

除維生裝置，就好像是取消她一開始所提供的協助而已，就這點來看就彷彿她一開

始就沒有對患者進行治療而允許他死亡。然而敵人的移除則是剝奪了患者從醫師那

邊所能獲得的協助，因為要是敵人沒有出現的話，患者是能繼續得到協助，所以敵

人是殺死患者。以拯救溺水者的例子來說，這就好像當救生員在搶救溺水者時，旁

邊的泳客強行把溺水者和救生員分開。我們不認為這位泳客只是允許溺水者死亡，

因為要是他不介入的話，溺水者可以繼續受到救生員的協助。 

        那似乎只要是由施援者來撤除協助的話就算是允許死亡，反之則是殺死。但事

情沒有這麼單純。假設要是我不換人工心臟的話就活不久，而醫師成功地替我安裝

了人工心臟，但在之後的一次複診中，醫師取出我的人工心臟，而我因此死亡。醫

師雖然是當初替我安裝人工心臟的人，但這明顯的是殺死我，而不只是允許我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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亡。這就好像是救生員把溺水者救上岸之後，再推入水中。嚴格說來，這種情況施

援者不僅已阻止先前致命的威脅，更確切的說是消除了先前的致命威脅，所以當施

援者移除自己所提供的保護或協助時，不會把這看成只是讓被救援的人回到先前受

威脅的狀態中，反而是重新製造一個致命的威脅。 

        回到醫師在患者的請求下撤除維生裝置的情況上，雖然在這種情況下，醫師是

有採取行動，但仍似乎是允許患者死亡的情形，因為醫師是提供維生裝置的人，而

且維生裝置並未消除患者原本的致命威脅而只是暫時地阻擋了那威脅，所以醫師只

是允許患者死亡。 

        雖然，我們可以說由醫師所進行的放棄治療是允許死亡，可是藉由這區分尚無

法替我們決定一個人的行為是否可被容許。因為這樣對殺死和允許死亡的區分判準

還是會遇到一些問題，假設現在患者請求家屬來移除或協助移除維生裝置算是什麼

情形11。根據上面的說法會說由於家屬並未提供維生裝置，所以家屬在此的行為就

這點上類似於患者的敵人，所以家屬和敵人一樣都是殺死患者。然而我們不太願意

這樣說，雖然家屬和敵人都是移除非由本人所提供的維生裝置而造成患者死於原本

致命的威脅之下，但這當中有一個明顯的差異是－家屬是代替患者執行他那移除維

生裝置的決定，而重要的是患者要移除維生裝置的這決定，而不是誰來執行這決

定。相反地，敵人移除的行為沒有得到患者的請求或同意，所以是殺死患者。這點

在可以利用要是醫師自行撤除維生裝置來說明，我們同意在患者的請求下，醫師撤

除維生裝置只是允許患者死亡；但假使醫師在沒有患者的要求或當患者已不能表示

時，沒有經其代理人的要求下，自行決定撤除由他所提供的維生裝置而導致患者的

死亡。無疑的，我們直覺上可能會覺得醫師這樣的行為在道德上是有問題的。雖然

這似乎是允許患者死亡的情形，但醫師自行主動地撤除維生裝置比起單純的不提供

維生治療似乎更像是殺死患者，同樣假定醫師不是造成患者有這致命威脅的原因，

那醫師似乎就真的只是容許患者死亡。然而這種情況是否會因為是屬於允許患者死

亡的情形，而在道德上就都沒有問題呢？或許有人會認為因為醫師未經過患者同意

                                                            
11 有一個真實的案例是，因為患者被醫護人員綑綁以避免他自行拔管，而轉而要求妻女替他鬆綁，

終於老伯自行拔管。《聯合報》，A3 版，民國九十六年十一月十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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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撤除維生裝置是殺死患者而在道德上是不可被容許的。不過有一個更明顯的例子

是醫師允許患者死亡的例子，我們直覺上也覺得有問題，例如，當患者在喪失意識

的情況下被送進急診室，可是醫師卻不搶救患者，而袖手旁觀，這種情況明顯的是

允許患者死亡。家屬事後可能會指控是醫師害死他，而醫師則回應說我沒有殺死

他，我只是允許他死亡。這類問題有個更難以判斷的版本是，上面那些可能不被容

許的允許死亡都有個獨立於(可能的)施援者12的既存威脅，要是沒有這既存的威

脅，要如何看待可能的協助者之不行動。例如，父母不哺育自己的小孩而導致小孩

的死亡，直覺上這無疑是罪大惡極，但要注意父母沒有任何積極的行動造成小孩的

死亡，但這似乎跟親手殺死小孩一樣惡劣或更加地惡劣，所以傾向將之視為是殺死

的例子。但這可能是錯的。或許醫師不搶救患者和父母不餵食小孩都只是允許死亡

的情況，但這在道德上依然是不被容許的13。也許因為這都違反了某些腳色的特殊

義務，不過至少這顯示出我們也不能馬上因為有些情況是允許死亡的情形就認為在

道德上是可被容許的。 

       有很多其他的因素可以影響醫師的行為是否可被容許，像是患者的情況、患者

的請求、家屬的同意與否、醫師的動機，而決定造成患者死亡的行為是殺死患者還

是允許患者死亡似乎不是那麼重要的事情。譬如如果我們知道醫師決定不急救是因

為患者已回天乏術、繼續地搶救只是徒增他的折磨，我們同意這是允許死亡，在道

德上也是可被容許的。相對地，如果患者只需要大量輸血便可康復，但醫師卻因討

厭患者而不給予輸血，雖然這也是允許患者死亡，但我們不認為這是可被容許的。

因此，考量醫師的行為或不行為在道德上是否可被容許跟這算是殺死還是允許死亡

之間並沒有必然的聯繫。 

        現在讓我們轉到 PAS 的情況上。在患者的要求下，醫師提供致命的化合物給

患者，讓患者自行決定何時服用，支持有這區分的人說這是殺死患者，所以在道德

                                                            
12 不是說不作為而旁邊有人死亡的情形就可以說是允許死亡，要這樣說此人必須要有能力搶救卻沒

有行動。 
13 醫師不急救比較明顯的是允許患者死亡，因為患者本身已先有一個非由醫師造成的致命威脅；而

餓死小孩那邊明顯的家長什麼事情都沒有作，但因小孩沒有先前的致命威脅，而只是需要依賴他人

的照顧，我覺得父母蓄意地不作為而讓小孩死亡是殺死小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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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不被容許。可是有些情況下患者取得這化合物最終可能也不見得會使用，而就算

最終患者決定要服用，也是患者自殺，醫師並沒有殺死患者。怎麼說這是殺死患者

的情況？這有兩種可能的說法，一則是即使醫師沒有殺死患者，但醫師透過提供致

命的化合物而讓患者有能力自殺。這樣似乎是因為患者自己殺死自己而認為這在道

德上不可被容許，而由於殺死自己在道德上不可被容許，因此 PAS 在道德上也不

可被容許。 

        這個推論關係到自殺的道德問題，這有兩種可能的反對，比較強的版本是自殺

在道德上就是有問題的，不論是採取什麼手段，但之後再來探討這根本性的反對。

讓我們先處理法律層次上的問題，自殺現在已不被認為是犯罪，即便是那些認為自

殺是不道德的人，也未必想要把自殺定罪。那為何協助一個不算犯罪的行為是犯罪

呢？或許他人協助某人自殺被濫用的風險比起單純的自殺大很多。譬如，我們殺死

某人之後，宣稱說我們是在他的要求之下幫他結束他的生命。這是個很嚴重的實踐

問題，而要是我們無法有效地回應這問題，那會是個很強的理由來反對合法

PAS，即便在道德上是可被容許的。不過讓我們暫時把這實踐上的問題留待處理完

道德的問題之後。 

        另一種可能反對是雖然反對 PAS，但不是反對所有形式的自殺，因為即使反

對 PAS 的人也容許某種類型的自殺，那就是明知不接受治療會死亡，卻拒絕治

療。現在我們可以看到另一個說 PAS 是殺死患者的說法，他們反對 PAS 是因為這

是使用化合物的積極地自殺，但是如果消極地允許自己死亡在道德上是可被容許

的，我們很難看的出來為何積極地自殺在道德上是有問題的。況且如我們先前所

見，殺死或允許死亡和在道德上是否可被容許之間沒有必然的關聯，那我們很難因

為在這種情況下患者是殺死自己而非允許自己死亡就認為這在道德上是不可被容許

的，反之亦然。 

        最後，在患者的要求下，醫師替患者施打致命的化合物，而造成患者的死亡。

這種情況下很明顯地是醫師殺死患者沒錯。這是一種積極自願的安樂死，對某些人

來說這和 PAS 有極大的差異，而比 PAS 更難以被接受和證成，因為在這種情況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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患者沒有自殺，更不用說說有醫師協助自殺14。然而對我來說這依然是一種自殺，

而如果這真是一種自殺的話，那上面回應 PAS 的理由在此仍同樣有效。判定一個

人自我毀滅的行為是否算是自殺，對某些宗教而言曾是個重大的問題，因為這關係

到此人最終是否可以進入天國或其他類似的狀態。假設有一個人知道要是他自殺的

話，他就會被排除在天國之外，不過他想到一個聰明的辦法來避免「自殺」，他要

求他的家庭醫師殺死他，以確保自己不是自殺。如果有人需要為他的死亡負責並接

受懲罰的話，那也會是殺死他的醫師而不會是他。但這似乎不太對勁，自殺與他殺

的區別不應該只是在於是誰下的手而已，死者本身的意圖也應該是一個重要的因

素。而在這種情況下，雖然患者自己預期會死於醫師的手下，而非自己的手中，並

不因此讓他的死亡就只是他殺。因為他是可以抵抗醫師的行為，例如撤銷請求，所

以這仍是自殺－允許自己被殺；然而這也是他殺，因為醫生是可以選擇不殺死他，

但最終醫師還是動手了。這顯示出自殺不只是透過一連串積極地行動而造成自己的

死亡。例如，朝自己的太陽穴開槍；同樣地，一個人蓄意地不閃避某個威脅以結束

自己的性命。例如，遇到大石滾落，卻選擇不逃跑而站在原地，或者是透過絕食來

結束性命。所以我認為在這種情形下，還是可以算是 PAS，而這也是 VAE，這是

兩者重疊的部分，所以很多人認為當允許 PAS 後，我們似乎就離 VAE 不遠。 

        不過即便我是錯的，也就是這種情況確實不是 PAS，而只是 VAE。利用這區

分來反對 VAE 的人亦容許在某些情況下殺死患者。例如，不給予足以致命的嗎啡

就不能有效的減輕患者的痛苦，或讓這痛苦得以忍受的情況下，反對 VAE 的人不

會認為這在道德上是不可被容許的，也不認為是非法的。不過要說明在什麼樣的條

件下能容許這類殺死患者的醫療行為，這些反對 VAE 的人可能會說在 VAE 中，

醫師的意圖是患者的死亡；然而在施打可能會致死的止痛劑時，醫師的意圖只是舒

緩患者的痛苦，雖然他們預見這可能會造成患者的死亡，但那不是他們的意圖，我

們稍後再來探討利用這區分是否有那種道德的重要性。 

                                                            
14 Thomson 認為說這是 PAS 是誤導的說法，因為這種情況下沒有自殺。Thomson, Judith Jarvis. 1999. 
"Physician-Assisted Suicide: Two Moral Arguments". Ethics. 109 (3), P. 4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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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進行下一個反對安樂死的區分前，我們仍必須說明何以這區分在直覺上的份

量這樣強。我們認為這區分有道德上的重要性，但這依然得靠一些經驗上的判準，

然而有時我們的直覺可能會凌駕於我們所找出的經驗性判準或修正我們的經驗性判

準，而這有時會讓我們的判準看起來是刻意去迎合我們的直覺。不過到目前為止對

於要如何找出一個客觀地區分方式似乎仍有很大的爭議，然而即使真的能夠做出區

分，我們亦無法立刻得出這些差異真的會造成道德差異，我們仍必須要找出這差異

來源為何，在什麼情況、條件下這差異會顯現出來。例如，我們知道物體顏色之間

的差異是光波反射的結果，而顏色只有在適當的光線條件下才可以顯現出來，如果

我們在黃光的照射下，黃色和白色物體之間的差異就顯現不出來，但這不是說白色

和黃色的物體沒有差異。同樣地，這殺死和允許死亡這區分會受到很多因素的影

響，例如，多數情況下的殺人是心懷惡意，而允許死亡多半不過是漠不關心而已；

殺人者的存在對我們是個威脅，而見死不救的人不過像是路旁的樹木之類，雖然不

能幫助我們，但至少不會害我們。而這些負面地因素在安樂死的情況下並不會出

現，所以即便在一般的情況的情況下殺死和允許死亡之間是有道德差異的，在安樂

死的情況下未必會有。 

        更重要的一點是利用這區分來反對安樂死的人，如果這區分在安樂死的情況

下，依然是個重要的道德因素的話，那積極地殺死患者很可能會比消極地允許患者

死亡更好，或更值得稱讚。我們一般認為殺死和允許死亡會有重大的道德差異的一

個理由是因為死亡對於死者而言是極大的傷害。當一行動者殺死某人時，我們認為

行動者要為此負起責任；反之，如果只是允許某人死亡，允許死亡發生的人不需要

為死者的死亡負起責任，至少責任遠低於要是人是他殺的話。不過死亡在安樂死情

況中不會是傷害，反而對患者是比較好的，或至少不會比較活著更糟。而這區分的

重要性是因為行動者積極地促成某事的道德責任比允許某事發生的道德責任更密切

的話，在這些結果是好的情況下，積極地幫助他人就比允許他人受到幫助來的更

好，所以在安樂死中殺死患者應該比允許患者死亡來的更好而更值得稱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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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節  尊重患者身體的完整權 

在討論完殺死和允許死亡的區分後，我們發現這個因素不會造成重大的道德差異，

而這開啟了另一種可能性，那是否有可能一開始容許患者放棄治療，而允許患者死

亡的理由也能用來支持我們殺死患者。 

        以下我們將探討一個被認為是拒絕治療的主要正當性來源是否同樣可以用來支

持安樂死，不過在此要先注意一點是，即便最後我們發現容許放棄治療的理由不適

用於安樂死，也不能因為這個事實就反對之，因為可能還有其他的理由可以證成安

樂死。那有什麼理由讓我們願意接受患者放棄治療的請求，或甚至有義務要遵照患

者放棄治療的決定，即使明知不治療的話，患者會死亡。我們可能認為這是出自於

尊重患者的自主或自決權。通常當一個有行為能力的患者，自主地作出一個經充分

被告知後的決定，我們應該要給予相當的尊重。或許這背後有個更基本的理由是我

們認為當患者有充分的行為能力便可以了解自己選擇是什麼，並能評估各種接受或

不接受治療的可能性，而當他們遵照自身所擁有的價值來進行抉擇時，他們的決定

一般而言會符合自己的最佳利益。然而，要是真是這樣的話，那似乎這同樣的權利

也可以用支持安樂死。因此接受放棄治療卻不願接受安樂死的那些人必須否認這種

按照自己價值觀決定自己生命中重大選擇的權利是放棄治療的基礎。 

        不過可能有其他基礎能讓我們必須要尊重患者放棄治療的決定，卻無需尊重患

者請求安樂死的決定嗎？一個可能的基礎是患者的身體有不被他人侵入的權利15，

也就是說患者擁有身體的完整權(The right to bodily integrity)。如果我們不尊重患者

放棄治療的決定，而強行治療的話，是不當地侵犯他人的身體；相反地，如果我們

不遵照患者安樂死的請求，我們並未侵犯他身體的完整權，而只是放著患者不管。

值得注意的一點，如布魯克(Dan Brock)指出的，要是說在後面的情況下，醫師並

沒有強迫患者任何事情是會造成誤導的16。確實，我們如果對患者給予侵入性的治

                                                            
15 Thomson, Judith Jarvis. 1999. "Physician-Assisted Suicide: Two Moral Arguments". Ethics. 109 (3), 
p.499。 
16 Brock, Dan W. 1999. "A Critique of Three Objections to Physician-Assisted Suicide". Ethics. 109 (3), p. 
5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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療是強迫他們去經歷一段他們不想要有的狀態；然而，拒絕患者安樂死的請求也是

強迫患者去忍受一段他們不想經歷的狀態。在這兩種情況下，醫師都是有能力去協

助患者去避免一段他們不想要有的狀態。 

        然而，如果對身體的完整權真的是放棄治療之正當性來源的話，那似乎能提供

一個相當強的理由來支持放棄治療的決定，卻仍可聲稱在拒絕安樂死的請求時，患

者的這項權利並未受到侵犯。可是容許患者放棄治療的基礎真的只是要保護患者身

體的完整權，而無關乎患者的自決權嗎？布魯克指出這有兩種可能17，一個可能是

我們有獨立於自決權的身體完整權，自決權不是身體完整權的基礎，所以強行治療

只違反了身體的完整權，而無損於自決權。另一種可能是身體的完整權是建立在自

決權之上，而強行治療時不僅違反了身體的完整權，也同時違反了自決權，所以在

道德上比起拒絕患者安樂死的請求更嚴重，因為拒絕安樂死的請求只違反了自決

權。對於反對安樂死的人來說，第一種可能性對他們比較有利，因為在第二種可能

中，有可能自決權便足以證成安樂死，而無須訴諸到身體的完整權。 

        但是有什麼理由說我們有維持身體完整的權利，這不是因為身體髮膚受之父母

而不可毀傷，而是由於身體和我們的人生之間有密不可分的關係。無論我們如何看

待我們的本質，我們都不能否認身體是我們實現各種價值與目標的重要媒介，如果

我們必須保障每個人追求自己生命價值之權利的話，那我們對自己身體的掌控必定

是需要受到保障的一個核心部分。 

        這樣看起來似乎身體的完整權是建立在自決權之上的，而沒有獨立的身體完整

權。不過，為了論證進行，讓我們先假定我們真的有這種權利，強行治療真的一定

會侵犯到這種權利嗎？也就是問是否有可能對患者強行治療卻不會涉及到身體的侵

入，而這問題關係到治療可以採取哪些型式。布魯克對此提供了三個可能的類型，

而對此構成三個反例18。第一個例子是在某些文化中，他們對於疾病的看法與成因

和強調科學的現代社會相當不一樣。他們認為疾病是惡靈入侵或是上天的懲罰，所

以治療的方式是透過巫師作法除靈或祭天以安撫神靈之類的儀式，而無須直接侵入

                                                            
17 Ibid., p525。 
18 Ibid., pp. 529-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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患者的身體，而是透過精神上的治療。第二個例子是有些治療只需要限制患者的行

動，例如心臟有問題的患者，可能告誡患者不要去從事一些會誘發心臟問題的活

動，而這也是一種治療，或至少是治療的一部分。第三個例子是只需改變患者所處

環境的治療，現實中的例子是免疫系統有嚴重缺陷的泡泡男孩，對他的治療無須透

過侵入性的治療，只是要提供一個免於感染的環境。 

        對這些反例，布魯克指出有一個可能的回應是說這些依然算是有身體上的侵

入，不過這對於何謂侵入身體採取一種不合理的解釋19。以精神上的治療來說，如

果這種治療要有效果的話，那必定是影響到身體內部的狀態。例如，患者增加信

心，進而釋放某些增強抵抗力的物質，而因此算是侵入患者的身體，所以違反了其

身體的完整權。類似的說法也可以應用到限制患者行動，以影響他體內的狀態。確

實，如果這些非與身體有直接接觸的治療要有療效的話，勢必會影響到體內的狀

態，但說這樣是有侵犯了身體的完整權，似乎相當不合理。那這樣當我跟你說話，

或是走過你的眼前，是否也侵犯了你身體的完整權，因為這同樣也會影響到你體內

的物理狀態。即使我說的話你不願意聽或是不想看到我，說這種情況我侵犯了你身

體的完整權並不合理。雖然身體的完整權可能沒有一個清楚的界線，例如強行使用

超音波來震碎患者體內的結石，由於無需開刀，不是很清楚是否有侵犯到身體的完

整權。但在此身體的完整權是否有被侵犯可能沒那麼地重要，因為難道說在這些未

侵犯到身體完整權或不清楚是否有侵犯到身體完整權的情況中，就可以不尊重患者

拒絕治療的請求嗎？還是說尊重這種放棄治療的程度比不上有明確侵犯身體完整權

的治療。尊重患者放棄治療的決定，無論是否有侵犯到身體的完整權，似乎應該都

給予同等的尊重，而這背後的基礎都是患者有權利遵照自己的價值觀選擇接受何種

治療，而不是對身體的完整權。 

        前面已經看到身體的完整權之所以重要是因為奠基於自決權之上，不過為何要

堅持有獨立於自決權的身體完整權，或者說害怕把自決權當成身體完整權的基礎。

我想一個很重要的理由是擔心會演變為只要是出自於自決權所作的任何決定都具有

                                                            
19 Ibid., p.5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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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等的份量，而需要我們給予同等的保護。例如，有人可能藉此提出普遍放棄治療

的權利或是死亡權，而主張人們有權利決定何時何地以何種方式死亡的權利。 

        但主張安樂死在道德上是可被容許的人，可能不希望訴諸這種沒有限制放棄治

療的權利或是所謂的死亡權。那有什麼理由不給予出自於自決權的決定同等的份

量。布魯克指出至少有三個因素在這種生死選擇是相關的20。第一個是，此個體是

否有選擇的能力，例如幼小的孩童或認知嚴重不足的人之決定，在這些情況下的選

擇之份量就大不如一個成熟、有行為能力的人。而即便是有行為能力的人，也不是

說該給予他所有自主地決定同等的份量。我們還需要看這決定與他人生整體的重要

性為何，例如今天晚餐決定要吃什麼的選擇其重要程度就明顯地不如要選擇何種職

業。身體的重要性可以藉由此因素來加以理解而不用當成一獨立的權利。第三個是

這決定對於他人傷害的程度，通常一個決定負面影響他人利益和權利的程度越大就

越需要受到限制。可是在安樂死的情況上，如果患者死亡對他來說是比較好的，對

家屬通常也是，因為他們很可能把受病痛的至親之福祉擺在首位。而在這些因素作

用下，是不能證成說人們普遍有選擇死亡的強權利。所以雖然我們同意一個有行為

能力的人通常可以作出符合他們自己的利益的選擇，但有時介入仍是可被容許的。

例如，一位天門教(Heaven’s Gate)的信徒，在冷靜的思考過選擇死亡，因為他相信

外星生物將把他帶領到另一個更美好的領域。在這種情況下，我們不只沒有理由尊

重他的請求，可能還要阻止此人自殺。雖然這確實是一個生命中重大的決定，然而

這種情況下他會嚴重地傷害到自己和所有關心他的人的利益和權利。所以我們確實

要小心訴諸自決權的效力，但無須因此否定人們可以根據自決權來選擇安樂死，而

這才是放棄治療的基礎所在。 

        因此我們可以承認自決權是身體完整權的基礎，但不是任何由自決權所衍生出

的權利都有同等的份量。而之所以害怕利用自決權來當作生命盡頭的考量的基礎，

是擔心這樣會導致一些我們不願意接受的權利。這種擔心雖然可以理解且確實存

在，但不該就此否認自決權的重要性。簡言之，除了不能因為安樂死沒有違反身體

的完整權而加以禁止，也不能說身體的完整權是放棄治療的基礎。 
                                                            
20 Ibid., pp.52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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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六節  意圖死亡和預見死亡 

前面我們已經看到在某些情況下是容許醫師為了替患者解除痛苦，而注射足以致命

的嗎啡。但為何容許這些醫師殺死患者卻不容許醫師提供致命的化合物給患者或直

接替患者施打呢？這些行為同樣都會造成患者的死亡阿。 

        反對者利用據說是由阿奎那(Thomas Aquinas)所提出的想法而發展出的原則來

解釋這之間的差異。這原則通常被稱為雙重效果原則，或稱雙果律(DDE) 。DDE

被用來說明是否容許一個雖是為了好目的但卻帶有嚴重傷害的行為，如果這嚴重的

傷害僅僅是在達成這好目的時所會有的一個可預見之後果，而不是用來達成這好目

的之手段，那在道德上是可被容許；相反地，如果這個嚴重傷害是達成這好目的之

手段或意圖，那在道德就不被容許。例如，戰場上，一位飛行員意圖利用飛彈攻擊

住宅區是為了殺死民眾，而希望能動搖民心以迫使對方投降；另一方面，一位飛行

員意圖攻擊藏匿於住宅區的軍工廠，他預見這飛彈會波及到附近的民眾，但那不是

他的意圖。即使這兩者的傷亡人數是一樣的，我們直覺上認為前者的行為是不被容

許，而後者可以。 

        不過先要注意的一點是這原則得預設說死亡是一個嚴重的傷害，雖然這是一個

很自然預設，但這是錯的。因為在真正安樂死的情況下，死亡對患者來說並不是不

好的，所以我認為 DDE 根本不能應用到安樂死的情況上。然而就算我們假定 DDE

原則上可以應用於此，在實際的應用上還是會有問題，而最終得放棄 DDE 在此的

應用或至少有很強的理由懷疑 DDE 在此的效力。 

        DDE 在此所要追求的好目的是解除患者的痛苦或是尊重患者的自決，而那嚴

重的傷害是患者的死亡，如果這只是醫師行為後的一個可預見之後果則可以被容

許，但如果是醫師的意圖之一則不可被容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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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首先、DDE 要如何說明何以容許醫師在患者的要求下放棄治療。利用 DDE 來

說明何以允許放棄治療卻不容許安樂死的人會說這種情況下，由於醫師的意圖只是

尊重患者的自主的決定21，而非意圖患者的死亡，患者的死亡只是尊重患者意願之

後的一個可預見但非意圖的後果。 

        但這裡有一個明顯的問題是，我們如何知道醫師在放棄治療時的意圖，也就是

問，有沒有可能醫師在放棄治療時的意圖不是(或不只是)尊重患者的自決，而是(或

也)意圖患者的死亡。這當然有可能，有些醫師可能認為只要患者還有救，那說什

麼都不能放棄治療，即便患者或家屬要求放棄都堅持要強行治療。可是一旦確定患

者已回天乏術時就會放棄治療，把有限的資源提供給其他還能從中得益的患者身

上，即使患者或家屬要求繼續治療。先不管法律的問題，這似乎是一個可能且一致

的看法，因為他認為在這種情況下，死亡對於患者來說是比較好的，而這種情況下

放棄治療的意圖毫無疑問的是患者的死亡。 

        然而，如果真的要堅守 DDE 的話，那似乎有些情況下放棄治療也不可被容

許。於是支持並利用 DDE 來反對安樂死的人就必須要說明在這種情況下如何知道

醫師的意圖，否則就沒有充分的理由反對 PAS 和 VAE，因為在這兩種情況下，醫

師同樣未必一定要意圖患者的死亡。 

        讓我們從 PAS 開始，利用 DDE 來反對 PAS 的人必須說由於醫師提供致命化

合物給患者自行決定何時使用時的意圖一定是患者的死亡，而因此在道德上是不被

容許的。可是醫師提供化合物給患者的意圖未必是患者的死亡，醫師的意圖為何不

能只是尊重患者的自決權或是意圖減輕患者面對痛苦時的焦慮與不安，而甚至希望

患者最終不要服用。或許支持 DDE 的人會說當醫師提供這些化合物時，患者的死

亡一定是其意圖之一，雖然醫師的意圖可能同時包含尊重患者，或是安撫患者，因

為醫師讓患者有機會服用這些化合物。可是醫師知道患者有機會服用這些化合物的

這事實並不足以證明她的意圖就是要患者使用而死亡。 

                                                            
21 Thomson 說這是要尊重患者身體不被侵入的心願，但如果身體的完整權是奠基在自決之上，那說

這是尊重患者的決定比較恰當。Ibid., p.5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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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布魯克對此提出非常有力的例子來說明當我們提供某人去達成某事的手段時，

未必要同時要意願此人去完成此事22。其中一個例子是正值青春期的少年向父母請

款，要進行一趟危險的旅行，父母認為要讓孩子知道他要為自己行為負責的重要

性，所以還是提供他金錢，但衷心期盼最終孩子自己了解到這旅行太過危險，而決

定不要去旅行。父母雖提供完成旅行的手段，但並不意圖使孩子去旅行，父母的意

圖是給孩子尊重，並支持他。所以在 PAS 中，醫師的意圖也可以不是患者的死

亡，而只是尊重患者的決定並支持他，但最終不希望患者服用這些化合物。 

        最後，那當醫師在患者的要求下替患者施打致命的化合物而造成患者的死亡，

似乎明顯的是意圖患者的死亡，而因此在道德上不被容許。可是反對 VAE 的人卻

容許是一種(疑似)VAE 的行為，情況是當不施予足以致命的嗎啡就不能有效的減輕

患者的痛苦，或讓這痛苦得以忍受，這些人主張醫師在此的意圖只是減輕患者的痛

苦，而非患者的死亡，這是 DDE 最常被用來證成的情況之一。不過與放棄治療或

PAS 的情況一樣，我們要如何知道這種情況下，醫師的意圖只是要減輕患者的痛

苦呢？ 

        一個方式是想像要是患者的死亡是醫師達成其目標(亦即，解除痛苦)的手段的

話，醫師會怎麼作。那似乎即使當痛苦已有效地舒緩之後，例如讓患者暫時地陷入

無意識狀態後，醫師仍會繼續施打直到患者死亡為止。而如果醫師沒有這樣做的

話，那醫師的意圖就不是患者的死亡，而只是減輕痛苦，因為患者的死亡對於減輕

痛苦不是必要的，只是一個她預見很可能會發生的副作用。相對地，在 VAE 的情

況下，醫師的意圖明顯地就是患者的死亡，因為醫師注射化合物時會確定注射多少

劑量才可以造成患者的死亡。這樣看來似乎實踐上至少有一種方式可以知道醫師的

意圖為何，不過布魯克指出用此來支持說醫師沒有意圖患者死亡的理由並非決定性

的23，因為醫師可能是擔心違法而沒有這樣做，所以即便醫師沒這麼做，其意圖依

然可以是患者的死亡，只不過從行為上無法判斷出醫師的意圖究竟為何。這不只是

                                                            
22 Brock, Dan W. 1999. "A Critique of Three Objections to Physician-Assisted Suicide". Ethics. 109 (3), 
p.536。 
23 Ibid., p. 5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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說他人無法藉由醫師的行為來判斷醫師的意圖為何，很有可能連醫師也不清楚自己

的意圖究竟為何。 

        不過接下來我們假定能夠知道醫師的意圖，或至少醫師清楚自己的意圖為何，

並也假定這區分在道德上也有重要性，那實際應用這 DDE 時會有什麼樣的結果？

假設現在有一位白醫師面對一位癌症末期且忍受極大痛苦的患者，而決定施打可能

會造成死亡的止痛劑，他的意圖是解除患者的痛苦而只是預見死亡會發生；然而有

另一位黑醫師如果面臨到類似的患者，他了解到死亡對於患者是比較好的，而同時

他也希望解除患者的痛苦，所以他意圖藉由患者的死亡來解除他的痛苦，而同樣決

定施打這止痛劑。根據 DDE 白醫師的行為是可被容許的，而黑醫師的行為則否

24。假設現在只有黑醫師一人在場，那他只能跟家屬和患者說聲抱歉，因為他的意

圖是藉由患者的死亡來解除痛苦，而這樣是不被容許的，只好讓患者繼續忍受痛苦

直到白醫師的到來25。這很難讓人接受，除非我們認為意圖殺死一個人在道德上總

是不被容許的，但這原則和殺死一位無辜的人總是不被容許的原則同樣都沒有理性

的根據。這不應該訴諸醫師的意圖來決定是否可以施打有致命風險的止痛劑，而是

應該考量到患者的情況與意願。這也顯示出意圖一個人的死亡不一定是有惡意的，

同樣蓄意地造成傷害也不一定是有惡意的。例如，牙醫在為了診斷你口腔內哪裡有

問題，需要借刺激牙齦來看你的反應而不能給你麻醉，牙醫的意圖是藉由引起痛苦

來找出問題，但我們都認為這沒有問題。 

        然而即使否認 DDE 在此的重要性，也不是說意圖就全然不重要。DDE 或許依

然有重要性，不過可能不是用以決定一個行為的對錯，而是幫助我們判斷行動者的

性格優劣。例如，如果牙醫是想要報復患者，藉由這個機會對患者造成傷害而感到

滿足，我們會認為這醫師的品行有問題，但可以同時認為為了這患者好，而讓他接

受這種型式的治療。因此，我們對 DDE 的結論有兩點。第一、如果意圖患者的死

                                                            
24 這例子源自於 Rachels, James. 1986. The end of life: euthanasia and morality. Studies in bioethics. 
Oxford [Oxfordshire]: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p.94。 
25 如果意圖死亡真的不被容許的話，那同樣的問題也會發生在放棄治療上。然而情況可能更複雜，

如果把死亡當作行為的意圖或是僅當作行為副作用的這區分不容易做出來的話，那醫師或許在不能

確定自己的意圖為何，同樣地，也不該貿然行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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亡總是錯誤的話，那放棄治療有時也不能被容許，而支持並利用 DDE 來反對 PAS

和 VAE 的人欠我們一個要如何區分醫師意圖為何的說明。第二、即使有辦法知道

醫師的意圖，仍會有令人無法接受的後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