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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實踐上的考量 

 

即便假定我們最終都同意只要不是非自願安樂死的話，安樂死在道德上就應該可被

容許，我們也不能立刻就斷定說安樂死在法律或政策上需要立刻地開放。確實，如

果一個行為在道德上是可被容許的話，那有很強的理由推定這在法律上應該也是可

被容許的，不過這樣的推定是可以被推翻的。因為當我們主張一個行為在道德上是

可被容許的，不見得就是說從事這行為在道德上就是正確的，或者說為道德所要求

的。當然作一件道德上正確的事，至少在原則上，法律是不應該禁止的。而我在此

的主張只是安樂死在道德上是可被容許的，這只是說安樂死在道德上不是錯的。然

而，這有可能是說安樂死是無關乎道德的。例如，自願地吸食毒品這行為本身在道

德上可能是可被容許的，因為這只是個人所選擇的一種娛樂方式，而無關乎道德，

就這點上跟從事其他休閒活動沒有什麼兩樣。不過吸食毒品在法律上依舊遭受禁

止，理由或許是雖然這只是一種取樂的方式，但吸食毒品不僅傷害自己，更重要的

是很可能對他人造成傷害。譬如說，毒品非常昂貴，而吸食毒品的慾望又非常強

烈，一旦沒有錢購買毒品時，吸食者很可能去偷去搶等等，而對社會造成嚴重的傷

害，所以必須立法加以禁止。 

        因此即使能證明安樂死在道德上是可被容許的，仍有可能由於在法律上允許安

樂死後，會危害到自己、他人或甚至是整個社會，而不能允許安樂死合法。不過在

真正安樂死的情況下，死亡對於死者和家屬並不會造成嚴重的傷害，反而對各方都

有利，那還有什麼其他的理由能禁止安樂死合法嗎？在回答這問題之前，有件事要

先說明，就算安樂死除罪化後很可能會造成這些傷害，也不見得就一定要全面地禁

止安樂死。就如有些興奮劑在有效嚴格的控管下是可以合法地使用；同樣的，如果

我們能夠嚴格審查並監督安樂死的執行，那某些情況下安樂死仍可以是合法的。我

們稍後再來討論這些實踐上的因素是否會容許還是會禁止安樂死，先來看另一種說

安樂死在道德上是可被容許的另一種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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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節  可被容許的超義務安樂死 

當我們說某個行動在道德上是可被容許的，在安樂死的情況下，有一個容易被忽略

的意思是指這行為是超乎道德的要求(supererogatory)。例如，發生強烈地震後，一

位民眾冒著極大的危險鑽入隨時會坍塌的斷援殘壁中搶救受困中的民眾。這當然是

為道德所容許的行為，可是道德並不要求在類似的情況下每個人都要以身犯險，不

過這不是無關乎道德的，這種行為比進行道德上對的行動更值得我們欽佩與讚揚。

同樣的，或許在安樂死的情況下，醫師遵照患者的請求，帶著善意，為了患者好而

結束其生不如死的處境可能亦是超出道德的要求。畢竟我們有很強的傾向不去結束

一個人的生命。另外，更重要的是如果我們要穩穩當當地接受安樂死的話，那不僅

需要同情並尊重患者，我們在智性上還需要付出相當的努力來思索死亡在這種情況

下對患者究竟是好還是壞。再加上，在當前的社會中進行安樂死還得冒著被定罪、

污名化的風險。這樣看起來，主張安樂死在道德上是可被容許的意思似乎是指這是

超乎道德的要求，那我們就不該譴責進行安樂死的醫師，反過來還要讚許他們的道

德勇氣。 

        不過我們還是可以問在這種情況下，有沒有可能法律會禁止我們去從事超乎道

德要求的行為呢？這似乎還是有可能。例如，某些情況危急的救災場合，不允許沒

有受過訓練的人員進行搶救，可能擔心情況會被這些好心的非專業救援者越弄越

糟，或為了保護待救援者的安危，或解除這些具有善心的施援者之責任感，因為這

些善心的施援者可能有很強的意念想幫助那些急需要幫助的人，哪怕他們不知道該

怎麼作，而當他們知道法律禁止未受過相關訓練的人員去施援的話，他們對自己的

無能為力可能比較不會感到愧疚。不過即使這些好心的非專業民眾把事態搞得更加

惡劣通常也不會因為違法而受到處罰，就算真的遭受處罰我相信亦會從輕量刑。 

        所以在這兩種可能的意味下，一個在道德上可被容許的行為都依然有可能是為

法律所禁止的。另外不要忘記的是，就算最終安樂死在道德上被證明是不可被容許

的，也無法立刻得出在法律上就該被禁止。不過這依然是個很強的理由來推定安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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死應該是違法的。不過這顯示出可以有獨立的實踐考量來判斷安樂死是否該合法或

是禁止，而如果我們能夠成功的回應這些實踐的考量不足以禁止安樂死，那無論安

樂死在道德上是否可被容許，至少實踐上的憂慮不足以排除安樂死為合法的可能。 

        當然，如果安樂死在道德上是不被允許的話，那需要有很強的理由來說明為何

法律不該禁止之。不過這個論證的負擔是在那些認為在道德上該全面禁止安樂死，

卻不認為安樂死違法的那些人身上。因為多數人或多或少接受在某些情況下安樂死

在道德上是可被容許的，而他們的憂慮是那些實踐上可能的弊病。接下來讓我們來

探討那些即使安樂死在道德上是可被容許的，在實踐上依然反對安樂死的理由。 

 

第二節  誤診和發現治療的可能 

有人因為我們在判斷患者的處境是否能符合安樂死的條件時會有誤判的情況發生，

而如果我們允許安樂死的話，那對患者會造成無法彌補的傷害，或者說這會關閉患

者最後一絲活命的機會，或者就算我們當下對患者處境的判斷是正確的，他之後可

能仍會奇蹟般地復原，或意外地發現治療的方式。 

        確實，我們無法保證不會有誤判的情形發生，然而要注意的是這問題不只是針

對於安樂死而已。在放棄治療的情況下也會發生誤判，不過我們並不因此不允許放

棄治療。要處理誤判的方式不是透過禁止可能會有誤判的行為，而是透過更嚴謹的

判定程序，有效地降低誤判的情況發生47。再者，即使承認可能會有誤判，這也不

等於說我們就無法正確地判斷患者的病況。 

        另外，或許有人會指出一些奇蹟般的案例來說我們無論如何都不能放棄生命，因為

仍有一絲復原的可能或找到治癒的方法。但這會讓選擇死亡成為一個不合理的選項

嗎？在安樂死的情況下，患者面臨兩個選擇，一是死亡來避免不堪忍受的處境，另

一則是咬牙苦撐，期盼能有奇蹟發生。在這種情況下患者理性上的選擇(假定他的

                                                            
47 這會產生另一個問題是，在安樂死的情況上，更嚴密的審核程序會延長患者的痛苦，稍後我們會

提出另一種合法化的方式來避開這個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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理性能力仍允許進行這種醫療抉擇)是要考量到他所付出的成本和所期盼發生之結

果的機率，而患者得對自己的選擇負責。例如，雖不時聽聞說有昏迷多年的「植物

人」突然甦醒，而讓許多植物人的家屬不放棄這一絲讓他們至親回復的可能性。然

而我認為這是由於我們對「植物人」一詞的使用太過含混之故，有不同類型的植物

性狀態(vegetable state)，有些患者對外在環境依然有很低的意識，但完全沒有認知

的能力，或許這當中可能有極少數的患者會清醒，不過時間越久這些患者回復的機

會也就越來越渺茫，然而有些植物人則是因為大腦嚴重受損的關係而永久地喪失了

意識的能力，而陷入所謂的永久植物性狀態(PVS)。不過即使區分不同的植物性狀

態，還是可能會有誤判發生，但這種誤判的情形是會隨著我們對腦部的認識和檢測

技術的提升而減少。如果說因為有發生奇蹟的可能而禁止安樂死彷彿就是說只有選

擇繼續咬牙苦撐才是唯一的理性選擇，然而很難看出來當實踐上已不可能復原的情

況下，選擇死亡何以是個非理性的選擇。 

        或者也有人認為不久的將來我們能戰勝現今所認為的絕症，而反對安樂死，不

過當疾病進展到某一個階段之後實踐上是不可能復原的。而很多要求安樂死的患者

都已病入膏肓，對這些患者而言幾乎篤定沒有任何復原的可能，即便我們真的找到

治療的方法，多半也為時已晚，因為病程的發展已經到了不可逆的階段了。此外，

這說法也對醫療技術的進展有著不切實際的預設，因為醫療技術的研發是透過長期

不斷實驗累積，一步步的試驗而最終才會運用在患者身上，這整個過程曠日費時，

即使有些疾病的某種新療法被推測是有可能成功，也不可能在一朝一夕間便研發出

特效藥來。以愛滋病來說，從 1980 年代科學家發現愛滋病毒後，起初樂觀地預期

不出幾年人類便可以發展出有效終結愛滋病毒的藥物。然而時至今日，我們仍在與

這可怕的疾病奮鬥著。 

        所以如果患者的理性能力仍能允許思考這種生死議題，即使有這些不確定的因

素存在，在安樂死的情況下選擇死亡不見得是一個非理性的選擇。或許有人會質疑

說患者在這種處境下是無法進行理性的思考，而因此無需尊重患者安樂死的請求，

然而如果真是如此，那何以要尊重患者放棄治療的請求，畢竟同樣的處境也會發生

在放棄治療的請求中。而更重要的是，即便在這種處境，有些患者仍會要求要繼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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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療，我們會因為患者在生不如死的情況下，而因此就不尊重他繼續治療的請求

嗎？ 

 

第三節  滑坡論證 

有人擔心允許安樂死的傷害不只是對那些被誤判的患者，可能還有其他原本沒打算

要允許的行為會發生而衍生出更嚴重的傷害。他們擔心一旦安樂死合法化之後，我

們所容許安樂死的情況會因對結束生命的請求感到習以為常而漸漸地麻木，很可能

只要有他人的請求便容許殺死他，不管他的情況如何，或漸漸地不管處於痛苦的患

者是否有要求安樂死，我們也都主動地結束他們的生命，這最後會演變為容許剔除

那些生命被認為沒有價值的人。 

        有人以納粹的安樂死計畫來當做允許安樂死後的可能前景，他們說納粹的第一

步也不過去是接受說有些生命不值得活下去，而這個範圍初期只限制在有嚴重疾病

的患者。漸漸地，這個範圍擴及到那些對社會沒有貢獻、智能有障礙，最後所有除

了阿利安人之外的人種都不值得活下去，而進行大規模的種族屠殺。 

        如果安樂死真的會有這種可怕的後果，那確實我們不該走出這第一步。在評估

這滑坡效應論證(Slippery Slope argument)之前，必須先澄清以納粹的安樂死計畫來

類比當今的安樂死是很有問題的。納粹這些人一開始的動機和我們是不一樣的，現

今安樂死的支持者之所以主張安樂死在道德與法律上是可被容許的，是出於同情患

者的處境，並尊重患者的請求。然而納粹利用「安樂死」一詞只不過是要用以掩飾

他們所要推行純化阿利安人的計畫。納粹在進行「安樂死」時並不會考慮到對方的

意願，更不用說絕大多數被納粹所屠殺之民眾的生命依然是值得活下去的。因此，

如睿丘斯所說對納粹而言「根本就沒有什麼坡可滑，因為他們的種族意識形態從一

開始就是固定的」48。 

                                                            
48 Rachels, James. 1986. The end of life: euthanasia and morality. Studies in bioethics. Oxford 
[Oxfordshire]: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p.1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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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而，即使納粹的安樂死計畫不是我們所談的安樂死，也沒有滑坡效應可言。

我們所要談的安樂死依然可能會遇到類似的質疑，因為很多支持安樂死的人，不只

是希望自願的安樂死要合法，也希望能夠容許無自願的安樂死。那是否下一步就是

接受非自願的安樂死，而最後可能根本就不是安樂死，而是如納粹一樣淘汰那些弱

勢的族群。 

        這滑坡論證有不同的版本，一個可能是說一旦我們在理性上接受了安樂死，那

我們就沒有理性的基礎停止其他殺人的行為，而在邏輯上同樣要主張其他的殺人行

為也是可被容許的。可是，邏輯上我們是有理由停下來的。例如，我們在此所主張

的是安樂死，而只要患者的生命還值得活下去，那造成此人的死亡並不是安樂死。

再者，即使死亡對於患者是比較好，但行動者的動機並非是要幫助死者，而是其他

的理由，那也不會是安樂死。不過利用滑坡論證的人可能會說一旦容許安樂死那最

終就會接受無自願的安樂死和非自願的安樂死。確實，如反對安樂死的丹尼爾．卡

倫那(Daniel Callahan)所說「就解除痛苦而言，為何這人必須要有行為能力並能給

予同意，彷彿那些沒有這種能力的個體之苦難是比較不重要似的」49。 我們是可以

接受無自願的安樂死，但不能接受非自願的安樂死，明顯的一個理由就正是這違背

了他人的意願。 

        不過這種滑坡論證可能不是說邏輯上我們沒有理由停下來，而是說當我們接受

安樂死後，心理上我們對生命的敏感度會減低，最後同樣會接受其他類型的殺人。

這是一個很強的經驗性宣稱，可是似乎有經驗上的證據顯示出我們可以接受某一些

殺人的行為卻不會因此降低我們對人類生命的尊重。例如，我們接受正當防衛下殺

人，但卻不會容許某些類型的防衛殺人，像是說當我知道有人計畫要暗殺我，而我

為求自保而先下手殺死他，這明顯的不會被容許。如果自衛殺人的情況下我們有能

力且也會分辨哪些是可被容許，而那些不是，那在安樂死的情況下沒有理由不行。

此外，主張因為安樂死會造成對生命的敏感度下降而不尊重生命而不該合法的那方

                                                            
49 Cohen, Andrew I., and Christopher Heath Wellman. 2005. Contemporary debates in applied ethics. 
Contemporary debates in philosophy, 4. Malden, MA: Blackwell Pub, p.1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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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有自己的滑坡效應50。因為禁止安樂死可能也會讓我們對他人的痛苦感到麻木，

而最終容許更多會造成他人痛苦的行為。例如，在治療的過程當中，會讓醫師對於

患者痛苦的哀嚎感到麻木而不施予止痛的藥劑。 

        不過，確實很多支持安樂死的人，心中所接受的不僅是 PAS 和 VAE 而已，很

多人也接受無自願的安樂死。當生命中任何有意義的活動都已不再可能時，活著本

身並沒有什麼意義，我們希望的不僅是活著而已，而是以人的方式活著。雖然安樂

死現在普遍是限制在臨終且有行為能力的患者身上，很多安樂死的支持者，也認為

範圍確實不該只是如此，因為很多不幸的狀況不能滿足臨終的條件，如 PVS，但

這並非如反對者說的那樣會容許任何協助死亡的請求，確實決定適當的界線為何是

一個困難的任務，可是因為困難就完全禁止安樂死並非是一個合理的回應方式。 

        然而即使不會有這種嚴重滑坡效應，允許安樂死可能產生極嚴重，或甚至是無

法遏止的濫用問題，而讓我們必須禁止之。這同樣當中有一些經驗上的議題，像是

我們是否能建立防護機制、這樣的防護機制實際落實是否有效、濫用的風險有多大

等等。 

 

第四節  濫用的風險 

在討論安樂死被濫用的問題之前，同樣要注意到濫用的問題不只是發生於此而已。

放棄治療的情況中也會有濫用的情況發生，但我們對這些情況中所發生的濫用是採

取某些防護機制來防堵可能的濫用發生，而不是禁止這些可能會發生濫用的情形以

徹底杜絕濫用的發生。完全禁止不僅很可能無法達成防止濫用發生的目標，還可能

因為沒有任何的防護機制或規範來管理而造成安樂死地下化而導致更多不當的濫用

發生。 

                                                            
50 50 McMahan, Jeff. 2002. The ethics of killing: problems at the margins of life. Oxford ethics series.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p.4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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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不過說由於安樂死會產生濫用而該禁止的人並不是因為放棄治療完全不會有濫

用而可被容許，而是預設說安樂死當中有一些特徵會讓安樂死比其他會導致患者死

亡的行為更容易發生濫用。而這預設需要經驗性的研究來證實到底是哪些因素，可

是濫用的情形不容易研究，因為濫用者基本上不希望被發現的，匿名的調查可能可

降低研究時的障礙，不過在此讓撇開這些技術上的問題，討論幾個可能讓安樂死更

容易被濫用的因素。 

        一個可能的因素是可以要求安樂死(包含 PAS 和 VAE)的患者數比放棄治療的

患者數多，所以會有比較多的濫用。但這似乎不太正確，因為患者的處境必須惡劣

到相當的程度，才可能容許安樂死。然而很多人認為患者在任何情況下都有權要求

放棄治療，他們認為這侵犯到身體的完整權，那似乎可以要求放棄治療的患者會比

可以要求安樂死的患者多，而因此有更多濫用的發生的機會。不過即使並非任何患

者都可要求放棄治療，而也需要到相當於安樂死的情況患者才可以放棄治療，那可

要求放棄治療的患者和可要求安樂死的患者在人數上應該也差不多。 

        然而，就算可要求放棄治療和可要求安樂死的患者人數差不多，還是可能有其

他特徵讓安樂死更容易遭受濫用。在此之前，我們必須先知道什麼樣的情況算是濫

用，有哪些可能的標準幫助我們斷定一個造成患者死亡的情形是濫用，大致上有三

種可能發生濫用之處，分別是 1. 患者的處境；2. 醫師的動機；3. 患者的意願或請

求。更具體的說，可以說是那些違反防護機制的行為，不過每個地區所制定或所提

議的防護機制都有些許差異，所以在此只從這些防護機制所關心的焦點來思考即

可。 

        擔心濫用的一個主要理由是害怕患者受到傷害，患者透過醫師對其病況的評估

來決定是否要繼續或放棄治療或選擇安樂死，如果沒有獲得患者的要求與同意就擅

自結束患者的生命，那是非自願的安樂死，這是不被容許的，而在此我們利用最容

易確定的因素，也就是患者的請求，來探討濫用的問題。雖然不是說只要有患者的

請求就一定不會是濫用，因為很多人擔心的濫用是只要患者要求結束生命醫師就該

遵照患者的請求，然而這樣的濫用在放棄治療的情況上可能會是個更嚴重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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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為我們所容許的安樂死都要滿足一些醫療上的評估，所以這方面的濫用風險不比

放棄治療大。不過有另一種更令人憂慮的濫用是那些違反患者的意願的濫用。 

        可是就此來看安樂死的濫用情形並不會比放棄治療來的嚴重，因為在自願的安

樂死中，都是患者要求醫師提供致命的化合物或要求醫師替他施打，或者患者已喪

失行為能力，而變成無自願安樂死的情況。然而，在放棄治療的情況下，反到有可

能沒有經過患者的同意或當未徵詢家屬的意見，那濫用似乎反而比較容易發生在放

棄治療的情況上，而非需要患者或其家屬代為請求的安樂死之上。 

        不過有可能表面上患者雖然是自願地要求安樂死，但其實是受到其他因素的壓

迫才會作出這選擇。有哪些可能的因素會造成這種情況也還是一個經驗性的問題，

例如，在美國因其保險制度之故而有相當多人負擔不起保險，以致於無法獲得充分

的臨終照顧，而不得不選擇安樂死。這問題表面上在台灣不會出現，因為我們有令

人稱羨的全民健保。然而這可能只是表象，因為即便有全面的保險，但由於安寧照

顧的資源不足，患者即便有保險也可能得不到充分的安寧照顧，而選擇安樂死。所

以可能在安樂死合法之後，醫師或甚至其家屬會不自覺地暗示患者要求安樂死(畢

竟，常言道，久病無孝子)，以節省醫療資願或免除其重擔，而不去推廣安寧照

顧。所以無論是否有保險的保障，患者仍可能由於無法獲得或無法負擔安寧照顧而

選擇安樂死。這對於政策的制定確實會是個難題。不過先讓我們想一下是否會因為

合法安樂死而不去推廣安寧照顧，支持安樂死並不等於反對安寧照顧，而只是希望

容許在某些情況下，當即使有最好的安寧照顧卻依然無法協助患者解除痛苦的情況

下要求安樂死不是一個被禁止或被譴責的選項。相反地，支持安樂死的人也同樣支

持並推廣安寧照顧，因為這樣可以減少濫用的情況發生，而安樂死合法化的壓力可

以讓我們更重視這些可能被迫選擇安樂死之患者的處境，而更努力提升安寧照顧。 

        不過這只是預期並希望朝這方向努力，在還尚未提供充分且全面的安寧照顧之

前，安樂死對公共政策是會造成難題的51。即使現今已在推廣安寧照顧，仍有兩種

患者會選擇安樂死。一種是就算有最佳的安寧照顧依然認為安樂死最符合其自身的

                                                            
51 Brock, Dan W. 1999. "A Critique of Three Objections to Physician-Assisted Suicide". Ethics. 109 (3), p. 
5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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價值與尊嚴；另一種則是假使有更好的安寧照顧便不會選擇安樂死，但正是因為無

法取得而選擇安樂死。我們一方面不希望這類患者進行安樂死，因為我們知道要是

有更好的安寧照顧，他們是不會選擇安樂死；可是另一方面，卻也不想拒絕他們安

樂死的請求，而讓他們承受他們認為比死亡還糟的處境。解決這問題的辦法不能只

是一昧地禁止安樂死，這無疑是對這些患者判下殘酷的死刑，我們得提升安寧看護

的質與量以減少這些情況發生，而只對那些真心選擇安樂死的患者進行安樂死。 

        此外，這些常被提到的因素，如對患者及其家屬的經濟壓力、醫療機構在醫療

資源分配的壓力、患者和家屬因疾病而產生的身心壓力等等。這些因素在安樂死的

情況下並不會比放棄治療的情況下明顯，如果在放棄治療的情況下這些容易引發濫

用的因素是可以有效地被降低到可接受的程度的話，那在安樂死的情況下應該也

行。以患者因受到疾病的長期摧殘的壓力為例，這影響到他對生死議題的決定，我

們知道長期處在痛苦之中很容易會讓人意志消沉，而影響到理性判斷的能力，例如

容易負面思考，於是有人主張不該尊重患者在這種情況下的請求，即使死亡真的對

患者比較好，我們也不能夠接受患者在這種情況下的請求。然而，要注意的是這同

樣也蘊含說當在這種情況下我們也不該尊重患者要求治療的請求，因為他決定要接

受何種醫療行為的能力亦受到疾病的負面影響。同樣地，疾病對患者決策能力的影

響在放棄治療的決定下也存在，但我們不因此拒絕患者放棄治療的請求。因為我們

認為對這些可能的產生濫用的因素，防護機制的建立是可以減少濫用的發生到我們

可以接受的程度。 

        雖然可能無法提出滴水不露的防護機制，以完全杜絕濫用的發生機會，因為並

非所有要求死亡的患者都能滿足這些標準，也不是所有的醫師都接受這些標準。但

透過防護機制的建立來大幅減少濫用的發生也許是可行的，假使因為有濫用就全面

禁止安樂死，這很可能會讓安樂死地下化，而不受任何的規範，或許這樣說是太嚴

重，因為現在我們也沒有任何規範來管理安樂死，可是卻不見安樂死的濫用。不過

這可能由於安樂死仍是非法，醫師雖然有行安樂死之實，但卻無安樂死之名。但至

少可以說因為沒有任何正式的判準，讓醫師在選擇是否要進行安樂死時得依照自己

的價值和判斷且冒著被判刑的危險而偷偷地行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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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節  如何立法 

我們來看另一種不同類型的實踐考量，大衛．布寧(David Boonin)說即使安樂死是

為社會所容許的實踐活動，或者說患者是有權利可以要求安樂死，我們也不該贊同

或進行安樂死，因為這有違一位有德者所要修養的品行。他的主要論點是接受安樂

死是對那些患者的生命採取一種特定的看法，也就是他們的生命是沒有活下去的價

值52。在放棄治療的情況下不需要接受說這些患者的生命是沒有價值的，然而，接

受安樂死則一定得接受這種對生命價值的看法。因為，在放棄治療中可以不對生命

價值採取特定看法的兩個理由在安樂死的情況下都不適用。一則是不能說這只是不

給患者珍貴的醫療資源，因為安樂死是有提供或為患者施打致命的化合物；另一則

是不能說你只是不強迫他繼續活下去，因為安樂死積極地結束患者的生命。所以在

安樂死的情況中，必須承認這是蓄意地摧毀一個有極重要價值的事物－一名無辜人

類的生命。 

        不過我們有什麼理由不去接受對生命採取特定的看法，布寧提出兩個理由，一

個是在這尊重多元價值的社會中，不該運用政府的權利去鼓吹某一種價值。而支持

安樂死是說生命只有樂多於苦時才值得活下去。他說：「包容的人所會接受的政策

是不會讓人們有義務去殺死那些希望死亡的人，但沒有義務去搶救那些希望死亡的

人」53，然而支持安樂死合法的人未必要主張說醫師有義務對符合安樂死標準的患

者進行安樂死。醫師可能沒有義務去殺死那些符合安樂死標準且想要死的患者，一

直以來我只是說安樂死是可被容許的，患者請求安樂死是可被容許的，而醫師在患

者的請求下進行安樂死也是可被容許的。這樣看來似乎依然可以維持價值中立，安

樂死的合法並沒有強迫醫師一定要遵照患者的請求。但對那些確實有進行安樂死而

非僅只是贊同安樂死的人是否一定就要接受這種對生命特定的看法。 

                                                            
52 Boonin, David. 2000. How to Argue Against Active Euthanasia. Journal of Applied Philosophy. 17 (2), 
pp. 162-168。 
53 Ibid., p. 1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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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帶出另一個更嚴重理由，進行安樂死時，我們不只是認為這患者的生命已

不值得活下去，這似乎會蘊含說其他有類似處境的患者之生命也不值得活下去。而

且我們不得不這樣說，因為如果不這樣認為的話，那任何人要求我們殺死他就都可

以被接受。這關係到我們是如何評價患者的死亡和生命本身的價值，如先前所見，

這是一個充滿爭議的議題，可是不清楚一位有德者是否一定得認為無論在任何情況

下，生命總是一定値得活下去的。也許實際上確實有生命是糟到所有人都同意這樣

的處境是不值得活下去。但即使患者身處在這種情況當中，我們似乎可以不用說患

者的生命是不值得活下去，這種說法確實是由他人來評價患者生命的價值，不過我

們未必一定要這樣說，我們可以把對生命的最終評價交給患者自己，當我們容許安

樂死時，只是同意患者對自己生命的判斷－自己可以不用再忍受下去，而我們在此

對患者的判斷可以只是說在此情況下死亡並不會比活著糟糕，卻不必說死亡一定比

活著好，而是否要繼續活下去是患者自己的決斷。如果他決定要選擇死亡，我們仍

感到遺憾但還是尊重這樣的決定。 

        不過制定規範來決定安樂死是否可被容許似乎是公然地在說滿足某些特定的條

件後，生命就可以不用忍受下去，這彷彿仍是說在這些情況下患者可以去死了。不

過就算可以回應這個問題，制定規範來回應安樂死這議題，雖然常見，但會有另一

個實際執行上的問題，那就是要確認患者都符合這些規定的條件可能會需要冗長的

程序，而和安樂死要盡速解除患者痛苦的基本精神有所牴觸，希望安樂死合法是要

允許說當患者的生命不值得忍受下去時，他可以選擇死亡，然而如果這樣的選擇需

要複雜的手續方能得到允許，那患者在未得到允許之前仍得忍受這樣的生存狀態，

而有時候患者在還沒有等到允許之前便已經去世。 

        睿丘斯提出另一種方案來說安樂死如何能夠合法化，而我認為這與主張說安樂

死是超乎道德要求的精神較為接近，同時也可以回應布寧的挑戰。合法化的方式多

半是制定一些規範，然後由醫師提出符合這些規範的證據，經過一定的審查程序後

賦予醫師在法律上的正當性而准許對患者進行安樂死。而睿丘斯的提議54之基本精

                                                            
54  Rachels, James. 1986. The end of life: euthanasia and morality. Studies in bioethics. Oxford 
[Oxfordshire]: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pp. 182-1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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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是等到這安樂死執行之後再提出這可被證明為合理的理由，以繞過繁雜的審查程

序。這就如同是允許自衛殺人的模式，雖然行動者(被害者)確實有殺死對方(攻擊

者)，但是只要能提出這行為在當時的環境下是一個合理的行動，就可以除罪。在

安樂死的情況下也是，把證明的負擔先放在行動者身上，而不先放在審查管理的機

構之上。審查機關是事後再來檢視行動者所提出的理由是否充分。 

        之所以認為安樂死是超乎道德的要求就是因為行動者把證明安樂死為合理的負

擔放在自己身上。但樣會有什麼風險和好處，首先，這可能讓能從安樂死中得益的

患者變少。因為醫師不想要找麻煩上身，以致願意進行安樂死的醫師可能會減少。

不過這不見得是壞事，醫師和家屬會多鼓勵患者勇敢的活下去，而患者可能也擔心

增加醫師與家屬的負擔而不輕易地選擇安樂死，不過若情況對患者而言真是非常惡

劣的話，患者真的無法繼續忍受下去才會請求醫師或家屬協助結束生命，醫師和家

屬在這種情況下，很可能會把患者的福祉放在自己的負擔之前，而同意進行安樂

死。安樂死依舊是個開放的選項，而且不會是我們解決患者痛苦的優先選擇，反倒

是一個不得已的最後選擇。原則上這會減少安樂死的情形，不過似乎能夠讓那些最

後執行的安樂死都是確確實實的安樂死。而這樣也呼應安樂死是超乎道德的要求。

然而，這樣理解可被容許的安樂死可能會產生另一種更可怕的濫用，畢竟有很多極

惡劣的行為會假借崇高的名義來自我美化，這可能會讓某些有心人士找到一個崇高

的開罪之辭。 

        因此能夠除罪的理由必須非常明確且充分，以防止這另類的濫用發生，不過要

提出什麼樣的理由才能確保無罪，如果殺死患者的行為無法證明是安樂死的話，該

立什麼樣的法律，處多重的刑？在此就不加以深究。雖然某些情況結束一個體的生

命是否算是安樂死是有困難的，但採取這種合法化，為了怕產生不必要的爭議，我

相信多數的情況會比較容易判斷是否為安樂死。目前，在台灣協助自殺和安樂死都

還是為法律所禁止的，刑法第 275 條規定「教唆或幫助他人使之自殺，或受其囑託

或得其承諾而殺之者，處一年以上七年以下有期徒刑」。這法條有幾點值得注意的

地方，第一，這不把協助自殺和一般惡意殺人看成同樣嚴重的罪行，是因為最終這

還是自殺，而減輕協助者的刑責嗎？第二，那為何在他人的請求之下，結束某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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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的刑責輕於一般惡意殺人的刑責。這難道不是因為我們認為取得他人(真正)的同

意而結束其生命是有取得某種程度的正當性。這說明一般的情況下，我們認為協助

自殺和取得他人同意而結束其生命是不如惡意殺人那樣嚴重，不過不能因為只是協

助或取得他人的同意就免除其刑責，但這不該排除說在某些情況下，這樣的理由是

可以完全免除刑責。所以也許只需增加但書，例如，當請求協助自殺或要求被殺者

的生命明顯地不值得忍受時，得免除刑責，就可以讓安樂死除罪，而基本上仍可以

嚇阻不當的協助自殺和得其承諾的殺人。 

 

第六節   結論 

在安樂死議題的討論中，我們從安樂死概念的澄清出發，釐清說安樂死不是指某種

造成死亡的方式，而是了解到死亡對那個體而言比繼續活著好，而他人在了解這情

況後，為了此個體好之故，而提早結束生命的實踐活動。 

        接著回應了常用來反對安樂死的理由，從患者本身的特殊地位來看，不少人認

為人具有特殊的價值－神聖性或是人的重要性，而禁止我們結束患者的生命，我檢

視了幾種神聖性的可能來源－上帝、自然和人之創造力的投入，而這些來源都未能

讓所有的人類具有此種不容侵犯的神聖性，也因此不能當成全面反對對人類進行安

樂死的理由。然而就算不是所有的人類都有神聖性，有人會說只要患者是無辜的就

依然有神聖性。不過這是錯誤地了解這因素的效力，說患者是無辜的，只是讓我們

不能說因為患者是有威脅而結束他的生命，但這未排除可以有其他的理由可以證成

結束患者的生命，重要的是不把殺人視為不容許例外的禁令，而是要去思考背後的

理性依據為何。 

        另外一種可能的特殊價值，讓我們需要以特別的方式去對待人，人因為有理性

特徵而具有有別於僅考慮其福祉的重要性，不過這種人的重要性所反對只是出於利

益的考量而結束患者的性命，而我們所容許的情況是需要尊重的患者的意願，這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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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性突顯出何以毫不猶豫地接受安樂死會讓我們覺得不太妥當，但這考量也並未禁

止安樂死，只是提醒我們在生命盡頭的選擇時，不要只關切到此人的福祉。 

        所以不論從患者本身的地位或是患者的特性在道德上都不能夠排除安樂死。不

過也許我們所主張的安樂死本身有一些特徵而在道德上不能被容許，就如先前所見

的殺死和允許死亡，或是意圖死亡和預見但非意圖死亡。然而，這些區分在安樂死

的情況下，除了有區分上的困難之外，即使真的有這區分也不會造成可被容許許和

禁止這樣重大的差異。因此在某些情況下蓄意地殺死無辜的患者在道德上依然是

可被容許的，容許安樂死與否的主要考量是去了解患者的處境後而尊重其意願，而

尊重放棄治療的決定也是因為此，而不是為了保護身體的完整權。 

        考慮完反對安樂死的主要論證之後，似乎已可以接受安樂死。由於我認為所有

自願性的安樂死是自殺的一種類型，即便在 VAE 的情況下是由醫師動手。而如果

理性自殺在道德上是可被容許的，協助此人自殺也應該是可被容許，假定這並不會

傷害到第三者。 

        不過如果這種論證安樂死在道德上是可被容許的方式要成功的話，我們必須先

說明何以容許自殺，自殺在什麼情況下是合乎理性且在道德上是可被容許的。根本

上，這關係到了解何以死亡有時對於死者而言不是傷害，主要的理由是因為死亡並

未剝奪此人一個仍值得活下去的生命。 

        即使安樂死在道德上是可被容許，仍有實踐上的因素可能會阻礙安樂死合法

化。我先探討說安樂死是可被容許的意思是指接受安樂死的請求是超乎道德的要

求，不過就算是如此，實踐上的問題仍會出現，但那些令人憂慮的因素在安樂死的

情況下並未比其他會造成患者死亡的醫療行為嚴重，而如果我們在後者的情況下是

有辦法把這些實踐上的弊病降低到可以接受的程度，那安樂死也行。雖然為了患者

好並尊重患者而結束其生命在道德上是可被容許的，不過要穩當地判斷死亡對患者

比較好是有相當地難度，而這也會讓一般安樂死合法化的方式會遭遇到麻煩，對此

提出另一種合法化的方式來回應，不採取核准後執行方式，而採取執行後審核的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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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這能減少那些難以判斷的情況，鼓勵患者積極地活下去，但仍不排除在某些情

況下是可以不違法地選擇死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