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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品名稱:要不要活著，誰說了算? 

—論安樂死與醫助自殺在臺灣合法化 

摘要 

    安樂死與醫助自殺一直是社會上十分具有爭議的議題，支持與反對方對於

此議題各有論據，研究小組認為支持方之論據較為妥適且合理，因此研究小組

將觀點設為「安樂死與醫助自殺在臺灣必須合法」。 

    研究小組先進行文獻探討，再根據文獻探討內容提出研究問題。 

    接著，針對研究問題編制問卷。在問卷調查中，研究小組發現七成填答者

同意醫助自殺在臺灣合法，八成填答者同意安樂死在臺灣合法，而且有超過半

數的臺灣民眾當面臨生命存續的抉擇時會選擇安樂死或醫助自殺，研究小組認

為這即是安樂死與醫助自殺在臺灣合法有急迫性的最佳理由。 

    而最多填答者認為執行安樂死與醫助自殺的前提是染上絕症，但「心靈受

創」這個前提也是許多填答者認可的，至於年齡方面，大多數填答者認為自行

提出安樂死或醫助自殺須以成年或滿一定歲數為前提。 

    大多數填答者也同意家屬替無法表達自我意識病患提出安樂死。 

    不過，大多數填答者對於安樂死與醫助自殺的認知程度不足，因此研究小

組認為安樂死與醫助自殺在臺灣合法前必須先提高臺灣民眾對於議題的認知程

度。 

    最後，研究小組結合以上研究，回答研究問題，並提出相關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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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研究動機和問題 

一、研究動機 

    德國哲學家海德洛 Martin Heidegger有云:「人是向著死亡而存在」，不

管是朱門繡戶還是凡夫俗子，人，終究難逃一死。 

    醫療科技的日新月異，雖能延長人類的壽命、減緩邁向死亡的步伐，卻在

末期時，僅能依靠維生設備，延長痛不欲生且無意義的生命，此刻，生為人的

尊嚴，已蕩然無存。(沈婷勻，2018)。 

    為此，有尊嚴而無痛苦的死去，就成為了人們所追求的最終目標，安樂死

與醫助自殺也因此被提出。 

    筆者年幼時，就對「安樂死」與「醫助自殺」兩詞略有所聞，不過對其內

涵了解未深，當時只認為是一種加速死亡的方式。2018年知名退休主播傅達仁

先生，遠赴瑞士執行醫助自殺，臺灣安樂死公投案又緊接著開始聯署，「安樂

死」與「醫助自殺」這兩個名詞便引起了筆者的關注。 

    又，上了國中後，公民課程中有「人性尊嚴與普世人權」這一課以及在課

堂中所介紹之《經濟社會文化權利國際公約》的第 12條所明定「身心健康

權」之內涵（掌握自己健康和身體的權利：包括性和生育上的自由，以及不受

干擾的權利）其中「做人的尊嚴」與「掌握自己身體的權利」皆使筆者再度聯

想到「安樂死」與「醫助自殺」。 

    雖然筆者在這方面涉獵較淺，不過對於這種死亡形式十分好奇，即人類無

法掌握自己的出生，不過卻有決定自己死亡的方式，且人們向來追求的是長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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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死，但竟有人反其道而行，尋求終結生命之道。 

    然而安樂死本身就是一項道德兩難的議題，從目前愈益發達的醫療技術來

看，這個問題會持續存在，故有必要為安樂死提出一看法，真正的解決安樂死

的問題。(王耘婕，2005) 

    藉本次研究機會，筆者深入探討此議題，期望從中得出相關建議。 

二、研究問題 

(一)臺灣民眾對於安樂死與醫助自殺的認知程度有多高? 

(二)臺灣民眾對於無法表達自我意識之病患執行安樂死之看法為何? 

(三)臺灣民眾對於安樂死與醫助自殺的執行前提看法為何? 

(四)臺灣民眾對於幾歲才能自行提出安樂死的看法為何? 

(五)當臺灣民眾面臨生命存續的抉擇時是否會選擇安樂死或醫助自殺? 

貳、文獻探討 

    本研究之文獻探討共分三部分:「安樂死與醫助自殺相關資訊」、「支持與

反對安樂死之論據」、「支持與反對醫助自殺之論據」。 

一、 安樂死與醫助自殺相關資訊 

(一)安樂死相關資訊 

1.安樂死之定義: 

    《美國字典》(American Heritage Dictionary)解釋，”Euthanasia”一

詞乃是指透過致命的藥物注射，或停止支持性醫療行為的方式，結束因末期疾

病(a terminal illness)或無法治癒狀態(an incurable condition)而痛苦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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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為。 

    《大英百科全書》(Encyclopædia Britannica)中簡述安樂死乃「十分痛

苦的不治之症或身體機能完全失調的情況下的自願死亡」，又名「慈殺/慈悲殺

人」(mercy killing)。 

    《劍橋百科全書》(The Cambridge Encyclopedia)則說明安樂死係「無痛

苦地終結生命」，「出於憐憫，是病人解脫慢性病痛的折磨」。 

    《韋氏字典》(Webster's Dictionary)則定義安樂死為:「一個安寧而輕

鬆的死亡(a quiet and easy death)。」。 

    由於安樂死牽涉到醫療，一般定義脫離不了由醫療方面著眼，因此目前一

般認為，安樂死是指對現階段醫學技術不能救治，而又處於極端痛苦的病人，

在不違背意願之前提下，由本人或其親屬要求，經醫師認可而由醫務人員實

施，使病人在無痛苦的狀態下終結生命的行為。(整理自葉十榕，2007) 

    此部分看出安樂死之定義繁多，而研究小組在收集此部分資料時，發現臺

灣民眾在討論安樂死時所使用的定義非常混亂，對此，研究小組希望在問卷中

調查臺灣民眾對於安樂死與醫助自殺的認知程度有多高。 

2.安樂死之分類: 

    分類有助於釐清安樂死意義的範疇，尤其目前安樂死的定義仍未完全定

論，各界討論安樂死之際，都提出不同之分類見解，試圖有助於釐清安樂死概

念。 

    若依照意願分類，可分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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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有意願安樂死」(Voluntary Euthanasia)，亦有稱「自主性安樂死」或

「自願性安樂死」，指病人在意識清醒時，明確表示其自願安樂死願意，而受

被實施安樂死之當事人囑託，為其實施之安樂死。 

(2)「無意願安樂死」(Non-voluntary Euthanasia)，亦有稱「非自主性安樂

死」或「非自願性安樂死」，指非由病人本身表達安樂死意願，據其推之意

願、或以其最佳利益，而由他人提出要求實行安樂死。 

(3)「反意願安樂死」(Involuntary Euthanasia)，有稱為「不自願安樂死」，

係指病人不具有表示安樂死意願，且病人表示過不願意安樂死，或病人在未被

要求表示其安樂死意願之情況下，被透過作為方式結束其生命。 

    若依照執行方式，又可分為: 

(1)「積極安樂死」(Active Euthanasia)亦即「主動安樂死」，指以積極方式

進行安樂死，醫務人員在無法挽救病人生命時，或現行醫療隊病況無法改善

時，採取主動措施結束病人生命，或加速病人的死亡。 

(2)「消極安樂死」(Passive Euthanasia)亦即「被動安樂死」，指以消極方式

進行安樂死，在現代醫療措施對某些末期疾病無法醫治時，不提供或停止提供

維持病人生命之必需品，任由病人自行死亡。又可再分為「非自然消極安樂

死」(Unnatural passive euthanasia)即不提供食物、水、空氣；與「自然消

極安樂死」(Natural passive euthanasia)及不提供維生設備。(整理自葉十

榕，2007) 

    綜合上述，研究小組認為此部分提及之「反意願安樂死」違背上個部分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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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出安樂死定義，不但沒有基於仁慈，目的也不是為了解除無意義之痛苦，更

沒有實踐安樂死的主要環節「自主」，類似納粹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後所執行的

T-4行動，至於「消極安樂死」則無法解決病人在去除維持生命必需品到死亡

的過程中的痛苦。基於這兩點，研究小組將本研究觀點僅限於有意願或無意願

的積極安樂死，而無意願安樂死並沒有達到安樂死定義中的「自主」，不過是

基於「仁慈」，因此研究小組則在問卷中調查臺灣民眾對無意願安樂死，也就

是對於無法表達自我意識之病患由家屬提出執行安樂死之看法為何。 

(二)醫助自殺相關資訊 

醫助自殺之定義: 

    美國醫學協會表示，醫助自殺是指:「醫生提供醫學的方式或知識而使病

人自殺，如:醫生可能提供安眠藥或相關致命藥物的資訊給病人。醫助自殺是

病人自己施行結束生命的行動，而安樂死是醫生對病人實施致命的注射或其他

藥劑。」依此，在醫助自殺中，醫生雖然提供病人致死的環境或條件，但是關

鍵地致死行動人須由病人自己為之。因此醫助自殺屬於自殺，而非他殺。反

之，安樂死屬於他殺，而非自殺，但即使如此，醫助自殺並非完全由病人自己

殺了自己，而是醫生與病人一起行動，才導致病人死亡的。(整理自張馨文，

2006) 

    由上述可知，這部分得出安樂死比醫助自殺還要有爭議的原因在於醫助自

殺是自己執行，安樂死是醫生執行，以至於可能出現「反意願安樂死」。不過

研究小組認為安樂死的「使他人死亡」與醫助自殺的「幫助他人死亡」在道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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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之差異不大，因此，只要預防反意願安樂死的發生，則不需只將安樂死或醫

助自殺其中一個合法化。 

二、支持與反對安樂死之論據 

(一)支持安樂死之論據 

1.可以解除病人的痛苦: 

    對病人來說，延長生命就只是延長痛苦，與其這樣，不如讓病人提早死

亡，只要有一點同情心的人，是不能讓一個生命遭受如此痛苦，而沒有善終。 

2.追求生命品質: 

    支持安樂死的人，除了認為安樂死可以解除病人之外，他們認為像昏迷不

醒的病人、植物人和四肢癱瘓的病人等等，這些人的生命品質降低到令人不能

忍受的水準，這不是安寧緩和醫療可以解決的。 

3.有尊嚴的死: 

    贊成安樂死的人，認為安樂死除了可以免除痛苦之外，還可以保持死亡的

尊嚴，當一個瀕死的病人，疾病往往將它折磨得面目全非，選擇安樂死會讓他

「死得有尊嚴」。 

4.人有生命自主權: 

    天經地義每個人都有生存的權利，但他們認為除了生存權以外，同時也有

選擇死亡的權利，只要行為不傷害或影響他人，病人就有選擇提早死亡的權

利。 

5.可減輕家屬、社會、國家的負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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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家裡如果有一個重症者，那會是一個很嚴重的經濟負擔，心理面的壓力也

非一般人所能理解。 

6.效益論: 

      病人執行安樂死，可以減輕病人和家屬的痛苦和負擔，可以騰出醫療資

源給其他需要的人使用，符合大多數人的利益。(整理自吳振榮，2015) 

    這部分得出支持安樂死的主要原因在於「效益論」、「解除痛苦」、「自主

權」與「人性尊嚴」。然而，其中的「解決痛苦」不一定是身體上的痛苦，也

可能是心理上的。對此，研究小組期望從問卷中，調查臺灣民眾的看法。至

於，其中的「自主」，使研究小組聯想到兒童是否有能力「自主」(亦即自行提

出)安樂死與醫助自殺，對此，研究小組希望調查臺灣民眾對於幾歲才能自行

提出安樂死與醫助自殺的看法為何。 

(二)反對安樂死之論據 

1.生命是神聖的: 

    生命是非常神聖的，生命不屬於自己的，人也不能決定自己的生死，我們

不能隨便取走人的性命。 

2.任何人的生命都是有價值的: 

    田得勒(Rabbi Moshe Tendler)認為人類生命具有無限的價值，不管剩下

多少時間，他們的價值都是一樣無限的。 

3.要判定安樂死是否自願是困難的: 

    當一個病人在極度病痛的時候，他是無法理性思考的，他的判斷力是非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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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的，若這個時候提出安樂死的決定，並不代表他真正想要安樂死。 

4.醫生有可能誤診: 

    安樂死是不可逆的，也就是說一旦實行安樂死，病人死亡就沒辦法活過

來，但醫生誤診的情況只能減少，卻不能避免。 

5.滑坡理論: 

    如果一開始立法同意安樂死，而這種趨勢一旦開始，就像落在滑坡上的雪

球，無法逆轉，其後果不堪設想，卡蜜薩說:「若自願性安樂死可行，可能造

成非自願性安樂死合法化」(整理自吳振榮，2015) 

    此部分得出反對安樂死之主要原因為「殺人」、「誤診」與「滑坡理論」。

研究小組認為執行安樂死時殺人，是基於仁慈，並且是為了解決痛苦，而「誤

診」則可透過執行前經過多位醫師判斷來減少其可能性，至於「滑坡理論」，

陳和君在「權力視角下之自殺、加工自殺罪與安樂死」一書中，認為滑坡理論

在邏輯層面上說不通，在經驗方面也缺乏證據，只是在大量的猜測而已。 

三、支持與反對醫助自殺之論據 

(一)支持醫助自殺之論據 

1.人擁有自主權: 

    人既然有權決定自己決定所有的事情，就應該有權決定自己如何死。如果

絕症末期病人要求醫助自殺，醫生確定病人的要求合理且出於自由意志就應該

提供協助。 

2.基於仁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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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人應忍受毫無意義的痛苦；當醫生無法用任何其他方法解除病人痛苦

時，就應該幫助病人死亡解除其痛苦。 

    這部分與安樂死的支持論據幾乎相同。  

(二)反對醫助自殺之論據 

1.殺人是錯誤的: 

    殺人基本上是錯誤的，這可從聖經中十誡的「不可殺人」得知。 

2.溜滑梯效應: 

    允許醫生協助病人自殺將使非自願的病人被殺害。 

3.違反醫生角色 

    醫生誓言中明文禁止醫生殺人，醫生的任務是救人，而非奪走病人生命。 

(整理自紀欣，2003) 

    此部分與反對安樂死之論述大致相同，少了「誤診」，多了「醫生角色」，而

研究小組認為安樂死或醫助自殺並未違背醫生角色，因為醫療的最終目的應該

是使病患不再痛苦，這即是安樂死與醫助自殺的目的之一。 

    總結以上文獻探討，研究小組提出以下問題: 

(一)臺灣民眾對於安樂死與醫助自殺的認知程度有多高? 

(二)臺灣民眾對於無法表達自我意識之病患執行安樂死之看法為何? 

(三)臺灣民眾對於安樂死與醫助自殺的執行前提看法為何? 

(四)臺灣民眾對於幾歲才能自行提出安樂死的看法為何? 

    另外，研究小組也希望調查臺灣民眾當面臨生命存續的抉擇時是否會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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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樂死或醫助自殺。 

參、研究過程與方法 

一、研究過程 

 

二、研究工具 

    研究小組希望透過問卷調查解答研究問題。主要分為臺灣民眾對於安樂死

確立主題

•研究小組蒐集近幾年的重大議題，最後決議以「安樂死與醫助
自殺」為研究主題。

文獻探討

•分組收集安樂死與醫助自殺的相關資料，進行討論並提出研究
問題。

問卷設計
•針對研究問題設計問卷，並進行預試後修正。

問卷調查
•問卷發放時間:7/2~7/15，共計兩星期。

問卷分析

•將問卷調查結果輸入「Excel」製成圖表，並進行分析與討論，
提出發現。

結論
•總和全研究，回答研究問題，並提出相關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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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醫助自殺的「認知」與「想法」。因此，研究小組設計八道題目，調查臺灣

民眾對於議題的認知程度，再以是否同意安樂死或醫助自殺在臺灣合法，區分

同意與反對者對議題的看法。 

   研究小組設計完問卷後，先發放 15份問卷給親友試填，以確認問卷之設計

或內容是否合宜，收集試填者意見後，得出正式問卷。為了環保與防疫，研究

小組採用線上問卷調查方式，並考量人力與所需數量等因素，決議以社群軟體

問卷互填社團為主要發放管道。問卷發放共兩星期(7/2~7/15)，有效問卷 764

份。問卷發放截止後，運用「Excel」軟體將調查結果製成圖表。 

肆、研究結果與討論 

一、問卷分析 

(一)填答者對於安樂死與醫助自殺認知之分析 

 

圖 4-1總答對率 

    研究小組在進行文獻探討時發現臺灣民眾在討論安樂死與醫助自殺時所使

用的定義非常混亂，於是研究小組在問卷開頭先對填答者做了 8題關於安樂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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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醫助自殺的認知測試，發現「總答對率」部分(圖 4-1)，以 62.5%最高(190

人)，50%次之(126人)。然而，有 338人答錯一半以上，甚至有 28人全錯，這

部分看出臺灣大眾對於安樂死與醫助自殺議題的認知程度並不高，研究小組推

測可能原因為「臺灣民眾對於死亡的避諱」。 

 

圖 4-2比較安樂死與醫助自殺答對率 

    研究小組比較安樂死與醫助自殺答對率(圖 4-2)時，發現安樂死的答對率

比醫助自殺的答對率高出一成多， 研究小組推測這是因為媒體或者大眾之間

在討論這個議題時，很少使用醫助自殺這個名詞，因此對於醫助自殺一詞較為

陌生。 

    小結以上「填答者對於安樂死與醫助自殺認知之分析」，研究小組發現總

答對率整體來說並不高，而醫助自殺的答對率比安樂死的答對率低了一成多。

這兩部分看出大眾對於安樂死與醫助自殺的認知程度不足，特別是醫助自殺一

詞。因此，安樂死與醫助自殺若要在臺灣合法與推行，必須先提高民眾對於此

議題的認知程度。 

(二)填答者對於安樂死與醫助自殺想法之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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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 4-3是否同意安樂死在臺灣合法   圖 4-4是否同意醫助自殺在臺灣合法 

    在「是否同意安樂死或醫助自殺在臺灣合法」 (圖 4-3、圖 4-4)部分，安

樂死的同意率(83.51%)較醫助自殺的同意率(70.29%)高，雖然比收集資料時所

看到之前其他團隊所做的民調還要低一些，但皆是同意人數大於反對人數。比

起這點，更引起研究小組注意的是，向來為社會接受度較高的醫助自殺同意率

竟然比安樂死還低，對此，研究小組推斷這與大眾對於醫助自殺一詞較為陌生

的現象有關連，由於不了解其真正意義，單靠字面上的意思，很容易遭到「自

殺」兩字的負面影響，所以才造成醫助自殺同意率比安樂死同意率低的現象。 

    研究小組為了方便分析，將同意與反對安樂死或醫助自殺在臺灣合法的填

答者在以下題目中分開填答。 

1.同意安樂死或醫助自殺在臺灣之填答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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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5家屬是否能替無法表達自我意識的病患提出安樂死 

    在「無法表達自我意識的病患，家屬是否能替其提出安樂死」部分(圖 4-

5)，有 86%的同意率。研究小組認為即使有 86%的高同意率，還是必須先以是

否違背病患意願優先考量，對此，研究小組建議可以推行預立是否同意執行安

樂死或醫助自殺醫療書，來防止病患意願遭到違背。 

 

   圖 4-6執行安樂死之前提         圖 4-7執行醫助自殺之前提 

    在「安樂死或醫助自殺前提」部分(圖 4-6、圖 4-7)，皆以「染上絕症」

為主(51%、49%)，「任何前提皆可執行」次之(23%、24%)。大部分填答者認為

執行安樂死的前提必須是染上絕症，但是加上心靈受創這個選項若是加上任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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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提皆可執行，同意心靈受創可以執行安樂死與醫助自殺的人數也不少。不過

研究小組認為，要判定一個人肉體是否生病很簡單，但要確認一個人的心裡是

否生病很困難，除非訂定明確的判定標準，否則研究小組認為執行安樂死與醫

助自殺還是先以染上絕症為前提。 

 

   圖 4-8幾歲才能自行提出安樂死    圖 4-9幾歲才能自行提出醫助自殺 

    在「安樂死或醫助自殺必須年滿幾歲才能自行提出申請」(圖 4-8、圖 4-

9)部分，兩者皆以 20~30歲(41.07%)為主，10~20歲(20.69%)次之。這部分看

出大多數臺灣民眾認為要自行提出安樂死或醫助自殺還是要滿一定的歲數。 

 

圖 4-10是否選擇安樂死         圖 4-11是否選擇醫助自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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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生命面臨存續的抉擇是否選擇安樂死或醫助自殺」部分(圖 4-10、圖

4-11)，安樂死的選擇率(88%)比醫助自殺的選擇率(87%)高 1%。這部分令研究

小組十分意外，因為研究小組一直認為安樂死與醫助自殺即使有合法的必要

性，但這也是少數人才需要的措施。然而，問卷結果竟然顯示大多數填答者都

會選擇安樂死或醫助自殺。對此，研究小組認為安樂死與醫助自殺在臺灣除了

有合法的必要性，還有合法的急迫性。 

2.反對安樂死與醫助自殺在臺灣合法之填答者: 

 

圖 4-12是否選擇安樂死           圖 4-13是否選擇醫助自殺 

    「生命面臨存續的抉擇是否選擇安樂死或醫助自殺」部分(圖 4-12、圖 4-

13)，安樂死的選擇率(24%)較醫助自殺的選擇率(31%)低。雖然反對安樂死或

醫助自殺在臺灣合法，不過有些人卻會選擇安樂死或醫助自殺，研究小組推測

這些填答者應該是考量其他原因，覺得臺灣目前先不要合法，到國外執行即

可，不過研究小組認為這樣並未顧及到那些行動不便而極度痛苦的病患。 

    總結以上問卷調查，研究小組得出以下發現: 

(1)臺灣民眾對於安樂死與醫助自殺的認知程度不足，特別是醫助自殺一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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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臺灣民眾普遍同意安樂死與醫助自殺在臺灣合法。 

(3)臺灣民眾普遍同意家屬替無法表達自我意識之病患提出安樂死。 

(4)臺灣民眾普遍認為執行安樂死與醫助自殺之前提是染上絕症，不過若是加

上任何前提皆可執行，則「心靈受創」這個前提也是許多人認可的。 

(5)臺灣民眾普遍認為自行提出安樂死或醫助自殺，須以成年或滿一定歲數為

前提。 

(6)超過半數的臺灣民眾當面臨生命存續的抉擇時會選擇安樂死或醫助自殺。 

伍、結論 

一、回答研究問題並提出建議 

研究小組總和以上研究發現，回答研究問題並提出相關建議-- 

(一)針對研究問題一「臺灣民眾對於安樂死與醫助自殺的認知程度有多高?」

之建議: 

    在問卷調查中，研究小組發現臺灣民眾對於安樂死與醫助自殺的認知程度

不足，特別是醫助自殺一詞的陌生，因此，研究小組認為在安樂死與醫助自殺

合法前必須先提高臺灣民眾對於安樂死與醫助自殺的認知程度，對此，研究小

組建議將議題納入課綱或者播放相關廣告。 

(二)針對研究問題二「臺灣民眾對於無法表達自我意識之病患執行安樂死之看

法為何?」之建議: 

    在問卷調查中，研究小組發現臺灣民眾普遍同意家屬替無法表達自我意識

之病患提出安樂死，即使如此，研究小組還是認為執行安樂死必須經由被執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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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自行同意，不過這樣會使研究問題中「無法表達自我意識的病患」無法執行

安樂死，對此，研究小組建議推行預立是否同意執行安樂死或醫助自殺的醫療

書，以防止病患意見遭違背。 

(三)針對研究問題三「臺灣民眾對於安樂死與醫助自殺的執行前提看法為

何?」之建議: 

    從問卷調查中，研究小組發現臺灣民眾普遍認為執行安樂死與醫助自殺之

前提是染上絕症，不過若是加上任何前提皆可執行，則「心靈受創」這個前提

也是許多人認可的，即使如此，心靈受創是很難界定的，除非有一套證明病患

極度痛苦的方法，否則為了避免病患因為精神狀況有問題，而誤殺了本身不想

安樂死或醫助自殺的病患，這部分有待專家學者做更專業的研究與討論，因此

研究小組建議執行安樂死與醫助自殺的前提必須是承受身體上極度且無意義的

痛苦。 

(四)針對研究問題四「臺灣民眾對於幾歲才能自行提出安樂死的看法為何?」

之建議: 

    從問卷調查中，研究小組發現臺灣民眾普遍認為自行提出安樂死或醫助自

殺，須以成年或滿一定歲數為前提，不過這並未顧及到承受痛苦的未成年人，

因此研究小組建議，完全行為能力者能夠自行提出安樂死或醫助自殺，限制行

為能力者則是表達意願，並經過監護人同意後提出。 

(五)針對研究問題五「當臺灣民眾面臨生命存續的抉擇時是否會選擇安樂死或

醫助自殺?」之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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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從問卷調查中，研究小組發現超過半數的臺灣民眾當面臨生命存續的抉擇

時會選擇安樂死或醫助自殺，此項發現與「大多數臺灣民眾同意安樂死或醫助

自殺在臺灣合法化」，皆是說明了安樂死與醫助自殺在臺灣有合法的正當性與

急迫性。 

當然以上所討論之安樂死或醫助自殺，在提出後都需經由醫療團隊(包含醫

生、心理諮商師、社福人員等)評估後才能執行。 

二、展望 

研究小組期望藉由本研究使更多人開始思考安樂死與醫助自殺這兩件議題，

甚至期許能為安樂死與醫助自殺在臺灣合法一事盡綿薄之力。無論如何，對於

「生命是否屬於自己」、「要不要活著，誰說了算」等看似簡單、實則困難的問題，

也許無法用人們有限的生命經驗來面對與回答，不過，在不斷追尋答案的過程本

身，或許就是這類問題的最佳解答吧! 

陸、參考文獻 

一、書籍 

紀欣(2003)。生死一線間:安樂死與死刑制度之探討。商周出版。 

陳和君(2016)。權力視角下之自殺、加工自殺罪與安樂死。元照出版有限公

司。 

二、網路資料 

經濟社會文化權利國際公約 (2009，12月 10日)。 全國法規資料庫。 

        https://law.moj.gov.tw/LawClass/LawAll.aspx?pcode=Y0000038 

https://law.moj.gov.tw/LawClass/LawAll.aspx?pcode=Y0000038


- 21 - 

三、碩博士論文  

王耘婕(2005)。自願安樂死的出路---從死亡權的角度分析(系統編號:  

       093NCU05259001)【碩士論文，國立中央大學】。臺灣博碩士論文知識 

       加值系統。https://hdl.handle.net/11296/ytdms9 

吳振榮(2015)。從莊子的生死觀論安樂死(系統編號:103HCHT0259028)【碩士 

       論文，華梵大學】。臺灣博碩士論文知識加值系統。 

       https://hdl.handle.net/11296/k8v549 

沈婷勻(2018)。自願積極安樂死之合法化—以末期病人為中心(系統編號:  

        106NTU05194076)【碩士論文，國立臺灣大學】。臺灣博碩士論文知識 

       加值系統。https://hdl.handle.net/11296/qvcs2z 

張馨文(2006)。辛格論醫助自殺(系統編號:094NCU05259007)【碩士論文，國 

       立中央大學】。臺灣博碩士論文知識加值系統。 

       https://hdl.handle.net/11296/778bn7 

葉十榕(2007)。由安樂死的發展探討醫助死亡的未來(系統編 

       號:095NTPU0195006)【碩士論文，國立台北大學】。臺灣博碩士論文知 

       識加值系統。https://hdl.handle.net/11296/qn2z5j 

柒、附件 

附件一 

紙本問卷內容(實測以 GOOGLE表單)  

https://hdl.handle.net/11296/ytdms9
https://hdl.handle.net/11296/k8v549
https://hdl.handle.net/11296/qvcs2z
https://hdl.handle.net/11296/778bn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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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助自殺與安樂死議題：意見調查問卷 

~~本問卷題目中之安樂死，皆為「積極安樂死」~~ 

一、醫助自殺之認知 

    以下問題是想了解您對於醫助自殺相關議題的認識程度。 

1. 請問目前醫助自殺在臺灣是否合法? 

□是 □否 □不知道 

2. 請問目前執行醫助自殺是否必須由專家判斷? 

□是 □否 □不知道 

3. 請問醫助自殺的執行方式為何? 

□被執行人自己執行 □旁人幫忙執行 □不知道 

4. 請問安樂死與醫助自殺是否相同? 

□是 □否 □不知道 

本問卷僅供進行獨立研究之用，除本研究外不會將您的個資移作他用，請放心填寫，謝謝! 

敬愛的填答者您好: 

這是一份關於醫助自殺與安樂死議題的調查問卷,主要的研究目的是希望透過本問卷了解臺灣

民眾對醫助自殺與安樂死的意向與決策,調查對象為目前居住在臺灣之民眾，所需的填答時間

大約 5~10分鐘,感謝您撥空填答。 

本問卷採不記名方式填答，並且此研究的結果未來將僅用於台南市國中學生獨立研究競賽的

發表，無其他的衍生商業利益，請您安心填答。 

本研究想了解您對醫助自殺議題的認識程度， 

請您憑直覺填寫，請勿另外查詢相關資料，以維護本研究的準確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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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安樂死之認知 

    以下問題是想了解您對於安樂死相關議題的認識程度。 

1. 請問目前安樂死在臺灣是否合法? 

□是 □否 □不知道 

2. 請問目前執行安樂死是否必須由專家判斷? 

□是 □否 □不知道 

3. 請問安樂死的執行方式為何? 

□被執行人自己執行 □旁人幫忙執行 □不知道 

4. 請問安樂死與醫助自殺是否相同? 

□是 □否 □不知道 

三、名詞解釋 

    以下提供安樂死與醫助自殺的常見定義給您參考， 

    請您於閱讀完說明後，切勿修改上一頁的作答內容，謝謝! 

本研究想了解您對安樂死議題的認識程度， 

請您憑直覺填寫，請勿另外查詢相關資料，以維護本研究的準確性。 

醫助自殺:醫生提供藥物幫助被執行人自行結束生命 

即被執行人自行執行 

安樂死:醫生透過藥物幫助被執行人結束生命 

即醫生執行 兩者差異在於被執行人自行執行與醫生執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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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醫助自殺之看法 

    以下題目主要想了解您對議題的「看法」，無標準答案，請依您的想法填寫! 

1. 您是否同意醫助自殺在臺灣合法? 

□是 □否—跳至第 5題 

2. 您認為醫助自殺必須在什麼樣的前提下才能執行呢?(可複選) 

□染上絕症 □心靈受創 □任何前提皆可執行 □其他:                  

3. 您認為醫助自殺必須年滿幾歲才能自行提出申請?         

4. 若生命面臨存續的抉擇，請問您是否會選擇醫助自殺? 

□是 □否--跳至第五部分 

5. 若生命面臨存續的抉擇，請問您是否會選擇醫助自殺? 

□是 □否 

五、安樂死之看法 

    以下題目主要想了解您對議題的「看法」，無標準答案，請依您的想法填寫! 

1. 您是否同意安樂死在臺灣合法? 

□是 □否—跳至第 6題 

2. 您認為已經無法表達自我意識的病患，是否能由家屬請求安樂死? 

    例如:植物人、重度昏迷...... 

□是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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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您認為安樂死必須在什麼樣的前提下才能執行呢?(可複選) 

□染上絕症 □心靈受創 □任何前提皆可執行 □其他:                 

4. 您認為安樂死必須年滿幾歲才能自行提出申請?          

5. 若生命面臨存續的抉擇，請問您是否會選擇安樂死? 

□是 □否--結束問卷 

6. 若生命面臨存續的抉擇，請問您是否會選擇安樂死? 

□是 □否 

~~問卷結束，感謝您費心填寫本份問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