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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主要討論死亡協助的有關刑法問題。論文從瑞士的死亡協
助機構 DIGNITAS 談起。依照我國刑法的加工自殺罪，DIGNITAS
所從事的死亡協助，可能成立的是幫助自殺罪或受囑託殺人罪？本
文認為，應該成立幫助自殺罪。
死亡協助的行為方式相當多樣，本文進一步舉出幾個行為類
型，認為這類行為既不成立受囑託殺人罪，也不成立幫助自殺罪。
判斷的關鍵是，病患自己的決定權。原則上，死亡協助只要不違反
病患的自我決定權，刑法就不應加以干涉。
通常的幫助自殺，是個人的幫助行為。DIGNITAS 則是組織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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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幫助自殺，而且帶有營利性。德國刑法不處罰幫助自殺，但對於
組織性的幫助自殺，德國的聯邦司法部提出刑法修正案，要加以處
罰。
本文認為，人口老化已經成為文明社會的普遍現象，刑法必須
有所因應。生命到了盡頭而需要尋求死亡協助，刑法不應該全面的
干涉。如果允許個人的幫助自殺，就不應該禁止組織性的幫助自殺，
帶有營利性的幫助自殺也應該受到容許。至於受囑託殺人，基本上
不應容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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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Criminal Legal Problems of the
Death Assistance
Dong-Mao Lin **

Abstract
This study is focused on the criminal issues of death assistance.
The

research

starts

with

a

Swiss

organization

of

death

assistance—DIGNITAS. In accordance with the offense of processed
suicide listed in our criminal law, should the death assistance conducted
by DIGNITAS be counted as assisted suicide or entrusted murder? We
think it should be counted as assisted suicide.
Death assistance comes in a lot of behavioral modes. This study
will enumerate several types to elucidate why an act as such should be
neither counted as entrusted murder nor as assisted suicide. The key
point hinges on the autonomy of the patient himself/herself. In principle,
so long as death assistance does not violate the autonomy of the patient,
the criminal law should not interfere.
Compared with the personal aids seen in common assisted suicide,
DIGNITAS provides organizational assistance with a profit-seeking
purpose. The German criminal law does not punish assisted suicide but
the Federal Department of Justice proposed an amendment to impose
penalty.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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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 argue that since aging population has become a common
phenomenon of modern society, the criminal law should respond
accordingly. When life is coming to an end and needs to look for death
assistance, the criminal law should not interfere completely. If personal
assisted suicide is allowed, then organizational assisted suicide should
not be prohibited even if it is of commercial nature. As to entrusted
murder, essentially it should not be allowed.

96

死亡協助的刑法問題

5

死亡協助的刑法問題
林東茂
目 錄
壹、前言
貳、幫助自殺與受囑託殺人的區分
参、受囑託殺人的要件
肆、不屬於受囑託殺人的類型
一、間接的死亡協助
二、消極的死亡協助
三、積極的中斷醫療
四、任由病患安寧去世
伍、加工自殺罪的新架構
陸、死亡協助的刑法出路
一、積極的死亡協助難被接受
二、幫助自殺的適度合法化
柒、結語

關鍵字：死亡協助，積極的死亡協助、消極的死亡協助、幫助自殺、受囑
託殺人、教唆自殺。
Key words: death assistance, aggressive death assistance, passive
death assistance, assisted suicide, entrusted murder,
abetted suicide

97

6

高大法學論叢

第 10 卷．第 2 期

98

死亡協助的刑法問題

7

壹、前言
瑞士有個世界聞名的機構 Dignitas。這個機構於 1998 年由一名
瑞士律師創立，成立迄今，已經從事死亡協助千餘件，還有千餘名
尋死的人登錄等待協助。公視曾經播放一部紀錄片「死亡處分箋」，
就是報導 Dignitas 如何協助死亡。
紀錄片裡，一名罹患漸凍人症狀的富商，知道這個病症將導致
運動神經逐漸壞死，終至無法活動，癱瘓臥床，不能自理大小便，
由人餵食。富商年約七十，身體狀況逐漸轉壞，不願見到自己生命
終點的難堪，與妻子商議，相約前去尋求 Dignitas 的協助。機構找
來兩名醫師確認富商的病情，仔細瞭解富商的精神狀況與意願，並
告知死亡協助的過程，簽下書面文件。約定兩週後進行死亡協助。
兩週後，富商與妻子相伴而來，Dignitas 再度詢問是否決心求死，
答曰：是。
Dignitas 的工作人員讓富商先喝下胃液以免疼痛，然後取毒液
一杯，告知喝下之後二十分鐘，生命就會結束。毒液交給富商，一
飲而盡。喝下後，兩名死亡陪伴者在沙發上擁抱富商與妻子，低語
撫慰，鄭重告別，富商隨即斷氣，沒有疼痛與恐懼。Dignitas 協助
火化，交給骨灰罈，收費七千歐元（大約新台幣二十八萬元）。
Dignitas 所從事的死亡協助，是受囑託殺人或幫助自殺？刑法
第 275 條對於受囑託殺人或幫助自殺一律處罰，都是一年以上七年
以下有期徒刑。本文將討論 Dignitas 可能成立的罪，並進一步區分
受囑託殺人的案例類型。處理解釋學的問題之後，接續討論立法政
策上能否允許幫助自殺或受囑託殺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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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幫助自殺與受囑託殺人的區分
幫助自殺，是死亡協助的邊緣行為；受囑託殺人，則是死亡協
助的核心行為。幫助自殺，是參與他人自殺的行為；受囑託殺人則
是殺人的行為。兩者在概念上有明顯的區別。
依照刑法的基本觀念，幫助犯是「幫助他人實行犯罪」，他人
所實行者如果不成立犯罪，幫助者也不會成立犯罪。幫助犯的處罰，
從屬於正犯。沒有可罰的正犯行為，幫助行為即不處罰。例如：刑
法不處罰預備竊盜，提供萬能鑰匙幫助小偷，但小偷臨場退出（預
備竊盜），小偷無罪，幫助者也是無罪。自殺的情況也應該如此。
自殺，並非殺人的構成要件該當 1，所以無罪。自殺無罪的實質理由
則源於憲法所保障的個人自主（Autonomie des Einzelnen） 2。自殺
既然無罪，幫助自殺的行為亦應無罪。這是德國刑法不處罰幫助自
殺的理由 3。德國刑法不處罰教唆自殺，其理相同。
1

2

3

不過，也有認為自殺欠缺可罰的違法性。這是日本學說的意見之一。我國刑法學
者有相同意見者：
「生命雖然屬於個人法益，然而同時是社會、國家存立基礎的
法益，而具有絕對最高的價值，因此即便是法益主體的個人任意處分自己的生
命，亦非法律得以允許，但是對於已經失去生存希望而斷絕自己生命的自殺者，
在尊重個人的原則下，實在沒有動用刑罰的必要性，因此以阻卻可罰的違法性為
妥。」陳子平（2013），
《刑法各論（上）
》
，元照，頁 36。
Hilgendorf, Zur Strafwürdigkeit organisierter Sterbehilfe, JZ 2014, S. 546. 日本刑法
學者有類似的意見：
「現行刑法不將自殺規定為犯罪的理由，是為了保護個人追
求幸福的權利（日本憲法第 13 條）
，故而肯定個人對生命的自己決定。」大谷實
（2013）
，
《刑法各論講義》
，修訂四版，頁 17，日本：成文堂。
（日語文獻由王
乃彥教授協助翻譯）
。
日本刑法處罰幫助自殺，學說有各種支持的理由。日本刑法學者山中敬一則認
為：
「自殺者非出於有瑕疵的意思，也未受強制，完全是本於自由意志，在自己
的行為支配下自殺。自殺行為本身，既然不違法，幫助自殺的行為，應該也不具
有違法性才是。至於受囑託或得承諾殺人，因為被殺者並未支配殺害行為，認為
此乃否定他人生命的行為，還說得過去。然而，將尊重他人合法自殺的意思，並
給予協助的行為，評價為違法行為，則欠缺說服力。」山中敬一（2009）
，
《刑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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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國刑法第 216 條處罰受囑託殺人（Tötung auf Verlangen），
處六月以上五年以下有期徒刑。這個規定從德國刑法 1871 年施行至
今未曾改變 4。得到死者生前明示並且嚴肅的請求而加以殺害，這種
殺人行為的不法內涵顯然更低，所以法定刑才會遠低於普通殺人
罪。受囑託殺人，通常發生於不可逆的重症患者，請求他人助其解
脫痛苦，學說上稱為「積極的死亡協助」，或「積極的安樂死」。
Dignitas 所從事的死亡協助，是幫助自殺或受囑託而殺人？如
果理解為幫助自殺，依照德國刑法，無罪；依我刑法成立加工自殺
罪。如果理解為受囑託殺人，依照德國或我國刑法都是有罪。
這個問題的回答應該不難。幫助者，在事件的發展中，始終扮
演邊緣角色（共犯）；受囑託殺人則是核心人物（正犯）。因此，
分別的關鍵點即在於：「最後階段的死亡時刻，何人的行為有主控
性？」如果旁人只是提供協助，由死者自行採取終結生命的措施，
屬於幫助自殺。如果旁人直接使用終結生命的手段，促成死亡，則
為受囑託殺人 5。例如：提供致命藥物，病人自行服用後死亡，屬於
幫助自殺。直接施打致命藥劑在病人身上，導致死亡，屬於受囑託
殺人。Dignitas 是提供毒液給求死者，由尋死之人自行服用，所以
是幫助自殺。
幫助自殺的對象，必須具備自我負責的能力 6。如果提供致命藥

4
5

6

各論》
，修訂二版，頁 26-27，日本：成文堂。
（日語文獻由王乃彥教授協助翻譯）
。
Fischer, StGB, 62. Aufl., 2015, §216, Rn. 1.
德國的實務判決也採取這個立場。參閱：Fischer, StGB, §216, Rn. 4a. 日本學說的
相同意見，可以參閱：山 中 敬 一（2009）
，
《刑法各論》
，修 訂 二 版，頁 24-25，
日本：成文堂。（日語文獻由王乃彥教授協助翻譯）
。
教唆自殺的情況也是如此，被教唆自殺的人必須具備自由決定的能力，否則教唆
者成立殺人罪，而非加工自殺罪。參照：高金桂（2012）
，
〈加工自殺罪之探討 --以教唆自殺為中心〉
，
《甘添貴教授七秩華誕祝壽論文集》
，下冊，頁 69，台北：
承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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劑給精神病患，或意識混亂的酒醉者，以助其自殺，應屬於殺人的
間接正犯。Dignitas 之所以檢查求死者的精神狀況與病情，可能是
為了避免成為殺人的正犯。
何種情況下，自殺者有自我負責能力？具備刑法上的責任能力
者，方有自我負責能力（2006 年德國法學家年會的決議也是如此）。
自殺者精神混亂，重度憂鬱，受驚嚇而恍惚，自殺者的決意匆促，
或陷入特殊的壓力情境，如極度哀傷，不能認為有自我負責的能力。
幫助不能自我負責的人自殺，成立殺人罪的間接正犯，而不是幫助
自殺 7。幫助醉漢自殺、幫助小孩自殺、幫助憂鬱症患者自殺，成立
的都是殺人罪，而不是幫助自殺罪。

参、受囑託殺人的要件
受囑託殺人，必須得到尋死者「明示的、嚴肅的」請求。明示
的、嚴肅的請求，以完全的負責能力為基礎。被害人的意思決定必
須沒有瑕疵。小孩子、醉漢、精神病患、智障、意識昏亂、心情沮
喪（如失戀或家庭變故）、受欺騙或承受壓力所做的囑託，都有意
思決定上的重大瑕疵。行為人受到這種有瑕疵的請求而殺人，成立
普通殺人罪，而非受囑託殺人。
依照最高法院的意見，「所謂的囑託，攸關性命，自應嚴格解
釋，以出自被害人之直接、主動、明確、真摯之表示為限」；最高
法院更進一步指出：「如被害人對於結束生命之方法已明確指示，
基於尊重當事人之意願，自當以其指示之方法為限，逾此之其他方

7

其他如受欺騙、資訊誤導等誘發他人產生自殺決意的行為，對於自殺者有一個知
識優越的支配力，亦應成立殺人罪的間接正犯。詳請參照：王皇玉（2011）
，
〈幫
助自殺之幫助方式－四十一年台上字第一一八號刑事判決〉
，
《月旦裁判時報》，
第 9 期，頁 150 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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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均難認係受被害人囑託。8」舉例說，請求者希望行為人以注射
毒液的方式協助死亡，但行為人卻以木棍重擊請求者的頭部而導致
死亡，依最高法院的意見，應該成立普通殺人罪。死亡的過程與方
式，已經明顯違背了請求者的意思，所以不能認為是受囑託殺人。
最高法院的意見，是合理的。
刑法的加工自殺罪，還有「得承諾而殺人」一類，這也是殺人
的行為。受囑託與得承諾的意義，應該沒有什麼差別。如果有，應
該是囑託的意思表示很清楚、堅決、主動而積極。得承諾的意義比
較廣泛，死者的承諾是基於行為人的要約，是被動的意思表示 9。但
是，承諾者同樣必須是可以完全自我負責的人。如果承諾者是小孩
子、醉漢、精神病患、智障、意識昏亂、心情沮喪（如失戀或家庭
變故）、受欺騙或承受壓力，都因為有意思上的瑕疵而無效，殺人
者成立普通殺人罪。

肆、不屬於受囑託殺人的類型
一、間接的死亡協助
間接的死亡協助（間接安樂死），是為了減輕病患痛苦 10，意
識到使用藥劑的結果可能縮短生命，甚至確定知道會縮短生命，在
使用藥劑後病患果真死亡 11。使用藥劑的主要目的，在於減緩疼痛，
8

最高法院 103 年度台上字第 1528 號判決。
相同的意見可以參閱：陳煥生、劉秉鈞（2013）
，
《刑法分則實用》
，頁 357，台北：
新保成：
「所稱受其囑託，乃行為人之犯意與行為，皆出於被害者之發動；所稱
得其承諾，須行為人之犯意與行為皆出於行為人之發動，而由被害人予以同意。」
10
病患有多麼痛苦？以肺癌病人為例，每一個呼吸，就如同上吊一樣痛苦。身體
的劇烈疼痛使得不少病人自殺死亡。
11
Roxin, Tötung auf Verlangen und Suizidteilnahme, GA 2013, S. 314.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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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在結束生命，但卻導致死亡發生。
德國實務判決認為，這種死亡協助可以允許 12。何以可受允許，
德國實務判決並未清楚交代。學說多認為，可以依據德國刑法第 34
條的緊急避難而合法化 13。
按照我們自己的刑法體系，直接援用刑法第 22 條「業務上正當
行為」而加以合法化 14，應該沒有疑問（德國刑法沒有這個阻卻違
法事由）。依本文意見，甚至可以在構成要件的判斷就加以解決。
任何醫療措施本來就有風險，對於一般病患如此，對於生命最為飄
搖的瀕死病患更是如此。醫師受病患請求，為了減緩其痛苦，施以
高劑量的嗎啡或鎮定劑，這種藥劑的風險無論如何要受到容許。否
則，只能任由病患呻吟，任由病患毫無生命品質的苟活。治病與減
輕痛苦，是醫師的主要職責。因此，用藥雖結束了病患的生命，但
用藥的副作用既然是可受容許的風險，就不可將死亡結果歸咎於用
藥行為。
醫師減輕病患痛苦的義務，更高於延長生命的義務。如果這一
點可以被接受，即使醫師確知用藥減緩疼痛必然提前結束生命，醫

12

13

14

德國的實務意見，可以參考 1996 年聯邦最高法院的一項判決（BGHSt 42, 301.）
：
「醫療上為了減緩疼痛所使用的藥劑，合乎明示的或推測同意的病患意志，本
意不在造成死亡，但意料可能提前導致死亡，若因而果真發生死亡，並非不受
允許。」。
例如：Roxin/Schroth, Handbuch des Medizinstrafrechts, 4. Aufl., 2010, S. 87 f. 我認
為 ， 更 合 理 的 說 法 ， 應 該 是 超 法 律 的 免 除 罪 責 的緊 急 避難 （ Ulsenheimer,
Arztstrafrecht, 5. Aufl., 2015, Rn. 659. 即如此主張）
。 認為間接的死亡協助無
罪，還另有說法。有人主張，這是「可受容許的風險」
（Kindhäuser, Strafrecht BT
I, 2014, §211, Rn.15.）
。有認為，這符合「社會相當性」的原則（Herzberg, Sterbehilfe
als gerechtfertigte Tötung im Notstand ? NJW 1996, S. 3048.）
。有認為，這是阻卻
違法的義務衝突（Lackner/Kühl, StGB, 28. Aufl., 2014, vor§211, Rn. 7.）
。
相同意見：林鈺雄（1998）
，
〈從行為觀點談安樂死之基礎類型〉
，
《刑事法雜誌》
，
第 42 卷 3 期，頁 64。

104

死亡協助的刑法問題 13

師也是無罪。對於瀕死的病患如此，對於預估還可支撐數月或數週
的癌末病患，也應該一樣的解釋。
間接的死亡協助不是幫助自殺。病患並無自殺的意思，醫師也
沒有幫助自殺的意思。

二、消極的死亡協助
消極的死亡協助（消極安樂死）是指，依病患請求而放棄或中
斷醫療，病患因此死亡。一個可以完全自我負責的病患要求醫師放
棄醫療，醫師必須加以尊重。病人的自主決定權高於醫師的任何決
定。加護病房裡的病人明確表示拒絕醫療，醫師依言而放棄，病人
死亡，醫師並非不作為的受囑託殺人 15。概念上，病人還在醫院，
醫療契約並未解除，但契約未必就是刑法上保證人地位的基礎。病
人明確表示不願接受治療，即在排除醫師的管控地位。醫師的管控
支配地位不復存在，就不再有保證人地位。醫師也不是幫助自殺。
既然醫師不再有保證人地位，就沒有不作為的幫助自殺問題。
德國實務與學說一致認為，如果醫療措施無法減輕病患痛苦，
而只能延遲死亡，病患基於自由意思而決定放棄，或基於推測的同
意，醫師放棄醫療措施，是可以允許的 16。
病患請求放棄或中斷醫療，即使依照一般人的認知，並不理性，
不合常情，醫師仍應加以尊重。例如：病患基於宗教上的考慮請求
醫師不要輸血。依照一般人的理解，寧願拒絕輸血而迎接死亡，是
不合常情的，但病患有自己特殊的堅強信念，仍須尊重。既是如此，

15
16

Roxin, Tötung auf Verlangen und Suizidteilnahme, GA 2013, S. 315.
Lackner/Kühl, StGB, 28 Aufl., 2014, vor§211, Rn.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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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師放棄輸血，病患因而死亡，醫師並非不作為的受囑託殺人 17。
針對輸血這件事，病人的堅拒，等於排除醫療契約的內容，或
缺乏成立契約的意思表示。連醫療契約都不存在，遑論保證人地位
的成立。醫師不成立幫助自殺，與前述的道理一樣。醫師的保證人
地位既然不存在，就沒有不作為的幫助自殺問題。

三、積極的中斷醫療
呼應病患的請求，以積極作為的方式而中斷醫療，並導致死亡，
並非受囑託殺人。德國聯邦最高法院 2010 年的一項判決指出 18：依
照病患明確的意志或可推測的意志而中斷醫療，可以不作為或作為
的方式實施。
前項判決的事實背景如下：「一名婦女於 2002 年因為腦出血而
成為植物人，必須仰賴餵食，恢復健康的機率幾乎為零。這名婦女
在發病不久前，曾告訴女兒，如果自己失去意識並且無法言語，不
願接受延長生命的呼吸器與餵食。婦女成為植物人之後，女兒悉心
在安養院照顧至 2006 年，請求安養院停止餵食，但未獲回應。一名
律師給女兒建議，把母親身上的胃導管拔掉。女兒聽從建議，拔除
導管，但被安養院發現，再度將導管插上。不久，母親自然死亡。
地方法院認為律師成立殺人未遂罪，女兒則因為不可避免的禁止錯
誤獲判無罪。聯邦最高法院則認為，兩人的行為均合法，律師獲判
無罪 19。」
17

18
19

Roxin, aaO., S. 315. 德國聯邦憲法法院的一項判決（BVerfGE 32, 98 ff.）
，認為病
患基於宗教信仰而拒絕救命所必要的輸血，醫師同意而任其死亡，是可受允許
的。
BGHSt 55, 191 ff.
在美國也曾陸續發生類似案例。直至現今，美國法院的判例累積下已有共識，
就是不僅病人本身得按自主權拒絕維生醫療的介入；病人失去意識時，其法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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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價的基礎，還是病人自主權的尊重。病人既然自主的表示，
不希望接受人工呼吸器，不希望被餵食，那麼積極的拔除導管與消
極的不醫療，對於病人而言，意義並無差別。
我國的安寧醫療緩和條例（第 7 條），允許醫師在末期病人「立
志願書」的情況下，可以放棄心肺復甦術。在末期病人的囑託下，
醫師放棄急救，中斷醫療（包括積極的關閉呼吸器或拔除導管），
縱然解釋為受囑託殺人的構成要件該當，也因為「依法令的行為」
而不違法。安寧醫療緩和條例的規定，明顯是對於病患自主權的尊
重。必須注意的是，依照該條例，同意放棄心肺復甦術的人是「末
期病人」，對於「非末期病人」能否放棄心肺復甦術，解釋上難免
發生爭議。
病人立志願書或清楚而且嚴肅的表示，當發生嚴重疾患時放棄
心肺復甦術，醫護人員於是撤除呼吸器、拔掉導管，任其死亡，是
否成立受請求殺人罪？儘管不能適用安寧緩和醫療條例而阻卻違法
性，但解釋上也應該認為無罪。高齡慢性多重疾患病人固然不是末
期的病人，但如果使用復甦術未必可以保住生命，或保住生命之後，
其生命品質可能極其不堪，那麼應該尊重病人的自決 20。病人的自
決權，優先於任何醫療行動 21。

20

21

代理人亦可代為行使該項權利（拒絕醫療權）
。參照：楊秀儀（2013）
，
〈論病人
之拒絕維生醫療權：法律理論與臨床實踐〉
，
《生命教育研究》
，第 5 卷第 1 期，
頁 6 以下。
相同意見：王志嘉（2014），
《病人自主之刑法基礎理論》，元照，頁 247-248，
台北：元照。
類似看法，認為當病人面臨「有痛苦的生命」與「無痛苦的短命」的抉擇時，
透過第三人（醫師、家人）利益衡量後的決定並非妥當，而病人的自我決定才
是關鍵因素。參照：陳子平（2003），
〈安樂死〉
，
《月旦法學教室》
，第 10 期，
頁 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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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任由病患安寧去世
具有保證人地位的家屬或醫師，遵循病患的死亡意志而任其安
寧去世，不是受囑託殺人。
賓州大學經濟學教授史考特. 聶爾寧（Scott Nearing），在其青
壯歲月與妻子海倫（Helen Nearing）移居鄉野，遠離塵世。史考特
在百歲生日，知道來日無多，與海倫商議，希望不使用藥物安寧辭
世。海倫遵照夫囑，只供應水果與飲料，一月後老人安祥死亡。臨
終之日（1983 年 8 月 24 日），妻子在身邊低語：「親愛的，不要
再留戀了。讓自己的身體隨著波浪向前飄去吧！你已經盡力度過了
一個美好人生，開始你的新生活，獲得新的陽光，我的愛將永遠跟
隨你。這裡的一切都將安然無恙。 22」老人有意識的選擇離去的時
間與方式，通過禁食的途徑以擺脫自己的身軀。平靜地、自覺自願
地離開人世。像樹上一片枯葉，隨風飄走。活得愉快，也死得愉快。
這是美好而溫馨的善終。妻子並非不作為的受囑託殺人，更不
是普通殺人。
為了說明這並非受囑託的不作為殺人，容我舉海倫的體會，再
贅數語。海倫在自傳式的回憶錄寫到：「史考特死的時候是那麼寧
靜，既無抽搐，也無痛苦。他只是輕輕地呼吸著，直到身體中的最
後一口氣。他的去世簡單、容易，又具美感。 23」「我親眼目睹了
22

23

引自：張燕譯（2010）
，
《美好人生的摯愛與告別》修訂二版，頁 317，新北：正
中書局。這是一本自傳式的著作。我在二十年前閱讀這本書並無特殊感受，如
今重讀，極受感動。原作者是老人的妻子聶爾玲（Helen Nearing）
。老人辭世後，
聶爾玲獨居十二年，九十一歲時（1995 年）
，發生車禍死亡。傅偉勳在「生命的
尊嚴與死亡的尊嚴」、
「學問的生命與生命的學問」這兩本書裡（均為正中書局
出版）
，極力推薦這本書。
同前註，頁 3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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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自然死亡過程，他死得那麼泰然自若，那麼如願以償，他的死
使他的整個生命發出燦爛光芒。 24」海倫也期待自己的死亡，歡天
喜地目睹自己的身體從物質生活中解放出來。她深刻清楚的認定：
「死亡乃是一種崇高的、最終的、無止盡的沈思。 25」聖經提到：
「虛空中的虛空，凡事都是虛空。」這也是死亡與生命的本質。
海倫是否幫助自殺？一個人在生命盡頭所做的平靜安祥的辭世
決定，不能認為是自殺，所以海倫不成立幫助自殺罪。
有爭議的是下面案例。這是 1984 年德國聯邦最高法院的一項判
決事實：「一名七十六歲罹患重病的太太，在先生過世後，了無生
趣，意圖自殺而在家裡服用大量的嗎啡與鎮定劑。陷入無意識之際，
她的家庭醫師趕到，在書桌上發現一張字條，寫著：『誠心期盼我
的醫師，不要將我送醫，不要送入安養院，不要使用任何延長生命
的措施，我想要尊嚴的死去。』在其手中則握有一張便條：『謹求
我的醫師，不要送醫！』醫師依照所囑，靜待老太太死亡。」聯邦
最高法院當年的判決認為，醫師成立不作為的受囑託殺人 26。判決
指出，醫師原則上不應該附和病人的自殺意願，除非病人獲救後將
留下不可治的重大傷殘。
前項判決引發很大的批評。老太太既然以書面如此嚴肅的請
求，醫師的保證人地位即已解除。縱然認為醫師有保證人地位，但
醫師的不作為與老太太死亡的因果關係並不存在 27。老太太服下高
劑量的嗎啡與鎮定劑，就算及時送醫，恐怕也無法挽救性命。聯邦
最高法院於 1988 年改變意見，認為「嚴肅的、可以自我負責的自殺

24
25
26
27

張燕譯，同前註 22，頁 322。
同前註。
BGHSt 32, 379 f.
Roxin, aaO., S. 3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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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定，具有重要的法律上意義 28。」依照目前德國的普遍認知，自
主負責的自殺決意必須受到尊重 29。
德國聯邦最高法院的更新意見與學說的普遍認知，影響後來的
實務判斷。2010 年，慕尼黑檢察署針對家屬放任親人自殺的案例，
做成不起訴處分 30。案例如下：「一名婦人確知得到失智症之後，
決意自殺。婦人將自殺的意圖與醫師商議，得到認同。婦人也將自
殺的計畫告知兒女，並決定在 2009 年 2 月 28 日自盡。當晚兒女們
齊聚婦人的住處。隨後婦人吞服高劑量的藥物，進入臥室。兒女們
向母親告別，守候在客廳，並隨時探視母親的狀況。婦人於凌晨一
點斷氣。」慕尼黑檢察署不認為兒女們成立不作為的受囑託殺人。
主要理由是：「自殺者的確定或可得推定的意志，為法律判斷的關
鍵。家屬遵從死者的嚴肅意志，不向醫師求助或採取其他救護措施，
並無刑法上的責難餘地。」
德國學說支持前述意見，並認為，假如是醫師遵從婦人的自殺
決意而在客廳守候，醫師一樣無罪 31。
德國實務與學說意見，可能要審慎的接受。德國刑法不干涉幫
助自殺，又因為對於病人自主權的高度尊重，所以往行為人有利的
方向解釋，很可以理解。我們的刑法規範與德國不同，文化土壤也
不一樣，評價上就難以全盤接受。至少在慕尼黑檢察署的案件上就
很難一樣的回答。依照東方的倫常觀念，我們很難容忍兒女目睹母
親服毒，然後安靜守候，等待死亡。我認為，這行為成立不作為的
受囑託殺人。至於情節值得同情，要如何減輕處罰，那是量刑的問
題。
28
29
30
31

NStZ 1988, 127.
Roxin, aaO., S. 317.
NStZ 2011, 345.
Roxin, aaO., S. 3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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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加工自殺罪的新架構
刑法第 275 條的加工自殺罪，將參與自殺的行為（教唆或幫助
自殺）以及受請求殺人的行為（受囑託或得承諾而殺人），統一規
定在第 1 項。這很不恰當 32。
如前所述，依照刑法的共犯原理，參與自殺的行為應該無罪。
自殺既然不是犯罪行為，教唆或幫助自殺，也應該無罪。但立法者
為了保護生命的至高價值，反於刑法的基本原則，處罰教唆或幫助
自殺的行為 33。參與自殺的不法內涵，比起受請求殺人是不可相提
並論的，因此不宜規定在同一項裡。合理的安排是，「參與自殺」
與「受請求殺人」分項規定，而且法定刑必須不同。受囑託或得承
諾而殺人，即是殺人。殺人的處罰必須重於參與自殺。
受囑託殺人與得承諾而殺人，都應該是基於「明白而且嚴肅的
請求」，所以無須將受囑託與得承諾分開規定，只要規定為「受請
求殺人」即可。這樣，也可避免「囑託或承諾」兩個概念在區分上
的困擾。
受請求殺人的不法內涵低於普通殺人，所以法定刑較輕是合理
的。不過，如果與當場激於義憤而殺人，受請求殺人的處罰則顯得
更重一些。依照第 273 條的規定，當場激於義憤而殺人，處七年以
下有期徒刑（最低為二月有期徒刑）；受請求殺人，處一年以上七
年以下有期徒刑。這怎麼合理？

32

33

關於這一點，林山田教授早已指出現行規定的不恰當，並建議改進。參閱：林
山田（2006），
《刑法各罪論》
，頁 87，台北：作者自版。
奧地利刑法第 78 條，處罰誘導或幫助自殺（六月以上五年以下有期徒刑）
。義
大利、英格蘭、葡萄牙、西班牙、波蘭，也處罰幫助自殺。處罰的理由也是為
了保護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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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場激於義憤殺人，是情緒失控的殺人，與普通殺人並無本質
上的差別。立法上之所以創設減輕的規定，是因為「義憤」這個概
念。義憤指的是，任何人處在同樣的情境，都不免情緒失控。情緒
失控就是情緒管理不妥當。人人都可能情緒失控的情境（如捉姦在
床），實在很難成為殺人的立法減輕事由，只能是量刑上從輕發落
的事由（刑法第 57 條：犯罪時所受之刺激）。
受請求而殺人，是基於死者明白而且嚴肅的懇託。之所以有此
懇託，通常是尋死之人遇到了極其難解的生命困境，例如：癌末或
其他不治之症而不想死狀淒慘。殺人者恐怕都承受極大的心理壓
力。這類殺人行為的處罰，怎麼反而重於情緒失控而殺人？有些國
家甚至認為，得到死者的誠摯懇求而殺人，不應在刑法上加以譴責，
所以規定為無罪，例如：荷蘭與比利時允許「受請求殺人」，但必
須符合程序上的要件：「兩名醫師、管制委員會的審慎查驗」。

陸、死亡協助的刑法出路
一、積極的死亡協助難被接受
如前所述，在特定條件底下，有些國家允許受請求殺人，如荷
蘭與比利時。這可能廣被接受嗎？
刑事政策上，允許積極的死亡協助（受請求殺人），爭議性很
大。法律上允許積極的死亡協助，將使得老人與病人以為自己是家
屬的負擔。健康保險的成本，過半給付於生命的後半段，如果允許
受請求殺人，病人會認為依法律規定去實現死亡是合理的。允許積
極的死亡協助，將使得生命末期的疼痛治療成為多餘，甚至癱瘓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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終照顧，因為受請求殺人是最為簡便的臨終處理方式 34。
德國各界對於積極的死亡協助，基本上都是反對的 35。德國的
醫 師 學 會 、 國 家 倫 理 學 會 ， 2005 年 的 死 亡 陪 伴 法 對 案
（ Alternativ-Entwurf Strebebegleitung von 2005）以及 2006 年的德
國法學家年會，都反對積極的死亡協助。

二、幫助自殺的適度合法化
基於尊重生命的高度價值，我刑法不許幫助自殺。如前所述，
西方國家如奧地利、義大利、英格蘭、葡萄牙、西班牙、波蘭，也
處罰幫助自殺。令人驚異的是，瑞士刑法（第 115 條）處罰幫助自
殺，卻有聞名世界的死亡協助組織 Dignitas 與 Exit。2013 年 11 月，
蘇黎世檢察署認為 Dignitas 觸犯瑞士刑法第 115 條，已經正式發動
偵查，結果如何尚不得而知 36。
幫助自殺在德國是無罪的，但德國似乎有不少呼聲，認為基於
敬重生命的尊嚴，任何結束生命的加工行為，都應該以刑法禁止 37。
應否處罰幫助自殺？判斷的關鍵是「生命的尊嚴」。尊嚴的意
義必須從法律的概念去理解。Roxin 的說法很值得參考。他認為，
所謂尊嚴，從法律的觀點看，是一種防衛權。是為了防衛他人實行
侵害尊嚴的舉止，而不是禁止自我侵害。法律的發展，是越來越強

34
35

36
37

參閱：Roxin, aaO., S. 326.
詳細的說明可以參閱：Roxin/Schroth, Handbuch des Medizinstrafrechts, 4. Aufl.,
2010, S. 111.
Hilgendorf, Zur Strafwürdigkeit organisierter Sterbehilfe, JZ 2014, S. 546. ( Fn. 20).
Feldmann, Neue Perspektiven in der Sterbehilfediskussion durch Inkriminalisierung
der Suidizteilnahme im Allgemeinen? GA 2012, S. 498 f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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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個人的自我決定權 38。所以，Roxin 反對處罰幫助自殺（但主張
禁止組織性與營利性的幫助自殺，如 Dignitas）。
主張處罰幫助自殺的人另外認為，自殺者很難有真正的自由意
思決定。2012 年 6 月 19 日德國的「法律人聯盟生命權」組織
（ Juristen-Vereinigung Lebensrecht ），在記者會上發表意見：「90%
以上的自殺者，很少有自我負責的能力，他們大多是憂鬱或有其他
精神上的疾病。 39」意指，幫助自殺，無異於殺害不能自我負責的
人。
關於這個問題，前文已經作了說明。幫助不能自我負責的人自
殺，依照刑法，本來就是殺人行為，而非幫助自殺。所謂的幫助自
殺，前提是自殺者必須有完整的自我決定能力。所以，這個處罰幫
助自殺的理由不能成立。
如果重症病患審慎閱讀死亡協助的文獻，聽取醫師或心理師的
意見，或與相關機構接觸，對於死亡問題做了深入分析與瞭解，其
自殺即是經過成熟的決定，而非病態的決定。這種自殺即是自我負
責。幫助這些可以自我負責的人自殺，刑法不應加以干涉。
比較可能從事幫助自殺的人是家屬或醫師。家屬在瀕死的重症
病患懇求下協助自殺，心理掙扎必然至大，實無非難之理。法律上
也必須重新評價醫師的角色。醫師不僅是生存的協助者，也應該是
死亡的協助者。間接的死亡協助、消極的死亡協助、病人處分權的
尊重、醫療中斷，都是死亡的協助。堅決求死的人如果得到醫師的
協助，可以減輕折磨，也可減少波及無辜，例如：跳樓自殺或撞車
自殺。所以，醫師在特定條件下幫助重症病患自殺，刑法不應加以

38
39

Roxin, aaO., S. 320.
引自：Roxin, aaO., S. 3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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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難 40。
針對帶有營利性的幫助自殺機構，德國聯邦司法部於 2012 年春
提議修正刑法，增列刑法第 217 條：
（一）意圖促成他人自殺，藉此獲利而提供、創造機會或媒介
者，處三年以下自由刑或科罰金。
（二）協助自殺者為死者家屬或其他親近之人，其協助行為非
基於獲利者，不罰。
德國司法部的前述刑法修正案，很可能還有波折。一項問卷調
查顯示，49％的德國人贊成營利性的死亡協助，認為這是合法的；
只有 41%反對 41。較新的問卷調查，是 2014 年 1 月德國一家健康保
險公司 DAK 所做。調查結果也指出，絕大多數的德國人贊同幫助
自殺 42。
對於這項刑法修正案，德國刑法學者也有質疑：「自殺既然是
憲法所保障的權利，死亡陪伴與死亡協助的活動都應該同樣得到憲
法的支持。如果要以國家的刑罰權介入，必須考慮比例原則 43。」
這話說得委婉，事實上就是反對處罰組織性的幫助自殺。
依我看，除非全面禁止幫助自殺，否則既然不罰「個人的」幫
助自殺，就很難處罰「組織的」幫助自殺。文明社會都必然發生人
口老化的現象，有越來越多的獨居老人。當大病纏身，周邊毫無安
慰之人，老人清楚知道大限將至，不願意接受無效的醫療，不願意
40

41
42
43

禁止幫助自殺，另有一種可能性發生。如果台灣鄰近的國家不罰幫助自殺，可
能出現堅決自殺者前往求助，形成「死亡觀光」的現象。正如瑞士有機構性的
幫助自殺，所以前往 DIGNITAS 請求協助的人，60%是德國人。
資料引自：Roxin, aaO., S. 325.
參閱：Hilgendorf, aaO., S. 546. ( Fn. 22).
Hilgendorf, aaO., S. 5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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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受激烈的疼痛，不願意毫無生命品質的殘存，能夠向誰求助？
Dignitas 這類組織正好提供了解脫之道。Dignitas 所做的，就是讓病
人溫馨、無痛而且有尊嚴的告別人世。
對於生命末期的病人懇求自殺而提供協助，應該加以合法化。
刑法所干涉的幫助自殺，應該是基於圖利目的的慫恿自殺，而非基
於尊重死者意志的幫助自殺。至於幫助自殺的人是否獲利，是個人
或組織，不是刑法關心的重點。Dignitas 這樣的組織如果完全沒有
營利性質，根本無從存在。

柒、結語
本文以瑞士的死亡協助組織 Dignitas 為引言，說明這個組織所
從事的是幫助自殺，而非受囑託殺人。無論是幫助自殺或受囑託殺
人，依照我國刑法一樣受罰。但是，德國則不同。德國刑法處罰受
囑託殺人，不處罰幫助自殺，也不處罰教唆自殺。本文進一步說明，
如何區分幫助自殺與受囑託殺人。這可以根據正犯與共犯的區分標
準去下判斷。行為人如果對於最後的死亡結果有支配地位，則為受
囑託殺人；不具支配地位，則為幫助自殺。Dignitas 提供藥物，由
病人自行服用，而非主動施打藥劑在病人身上，所以是幫助自殺。
對於某些類似受囑託殺人的行為方式，本文進一步作了澄清，
這些行為不具可罰性，不成立犯罪。判斷的關鍵，是病人的自主決
定權。任由病人安寧去世、積極的中斷醫療、消極的死亡協助、間
接的死亡協助，都是病人自主權的尊重。
刑法第 275 條的加工自殺罪有修正必要。幫助自殺與教唆自
殺，都是參與自殺，不能跟殺人相提並論。所以，受囑託殺人與得
承諾殺人的兩個規定，必須與幫助自殺及教唆自殺分項規定。參與
自殺的處罰，必須輕於受囑託殺人與得承諾殺人。這兩類殺人，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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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合併規定為：「受請求殺人」。此外，受請求殺人的不法內涵，
比當場激於義憤殺人更低，所以法定刑應該較輕。
本文的基本立場，認為幫助自殺應該適度的合法化。這不但是
對於病人自主權的尊重，而且我們不可能閃躲人口老化的問題。越
來越多的老人，垂幕之年無依無傍，大病纏身，只能獨自承受心理
與生理的苦痛，孤單面對死神。如果堅決辭世，何人可以助其溫馨
與安祥的解脫？
對於幫助自殺的處罰，應該侷限於圖利目的的慫恿自殺。只有
動機上不是基於尊重死亡的慫恿自殺，才值得處罰。至於幫助者是
個人或組織，是否獲利，都不應該是處罰的理由。重申前面所說的
話：Dignitas 這類組織，如果完全沒有營利性質，根本無從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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