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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伦理议题生命伦理议题--死刑死刑
死刑议题，极度的争议，赞成、反对的人针锋相对，

在教会圈意见也不一致，教会
一个个案，想象一下死刑是多么复杂的一种情况…

1995 影片「越过死亡线」真实故事改编，影片「越过死亡线」真实故事改编，

死囚马修，跟朋友喝酒、磕药，强暴杀人，被判死刑，

海伦修女做死刑犯行刑之前的灵性辅导，

马修开始是调侃她、侮辱她，慢慢地接纳她。

 马修的家人躲躲藏藏...
 被害者有二个，家人的愤怒、恨意，可以想象

 法警队长个人不同意死刑，但职责所在，却会做恶梦

 美国司法系统：狱政、典狱长、上诉委员会、州长、联邦法院

 社会舆论 - 反对、支持死刑的

政治人物的操作 牵涉到种种 政治人物的操作，牵涉到种种…

这里面，每个人的意见、立场、人性在那里，

媒体 公众往往用二分法 选边站媒体、公众往往用二分法、选边站，

 坏胚子不该活着

也有媒体诱导套话 贴标签种种的行为 也有媒体诱导套话，贴标签种种的行为

一个死刑案，牵涉到的不只是加害人、被害人、

他们的家庭 邻居 朋友 媒体他们的家庭、邻居、朋友、媒体、

社会舆论、法律系统、政治人物...

海伦修女 作为一个宗教家 神学家海伦修女，作为一个宗教家、神学家、

教牧人员，做死刑犯的灵性辅导，目的是

希望死刑犯在临死之前，能够悔改、得救赎。希望死刑犯在临死之前，能够悔改、得救赎。
不同的角度、理念，即使教会

也对海伦修女的行为提出不同的看法，何必呢...也对海伦修女的行为提出不同的看法，何必呢...

死刑犯受刑之后，应该葬在那里？

还要修女、修女会的人帮他来张罗还要修女、修女会的人帮他来张罗，

一般大众的墓园不想要！

死刑的存废，两派的意见都很尖锐，

赞成 的意赞成死刑的意见：

1.重罪重罚，死刑可以吓止犯罪，

为了社会秩序之维持 死刑是必要的为了社会秩序之维持，死刑是必要的

2.伸张公义：杀人者死、以牙还牙、以眼还眼，

以命还命 是应得的报应以命还命，是应得的报应，

给杀人者应得的刑罚，这才合乎公义，

称为报应式的公义称为报应式的公义
3. 平息受害者家属的愤怒：影片中，

 受害者的家庭表明自己的心态– 受害者的家庭表明自己的心态

他儿子被害的那个时候，他内心的时间就停格
在那一天，忧伤挥之不去、受伤的心灵难以想象

 给了一个数字，70% 受害者的父母离婚收场，

因为有一个想要正常过日子、

一个停格在那一天的悲伤里面



4 弥补过失：伤害别人一条命4.弥补过失：伤害别人 条命，

要用自己的命来还，这样才公平

5 经济理由：5.经济理由：

社会没必要、也不公平养杀人犯一辈子，

他杀了人，就不许可再活下去，杀 ， 许可再 ，

纳税人的纳税金不应该花在这个地方

采取这种杀人必须偿命、

报应式的公义、这种想法，

现在网路时代，每个人都可以上网，

很多这样的声音会出现。

反对死刑者以人道主义的观点

（参考台湾废除死刑联盟的论点）（参考台湾废除死刑联盟的论点）

1. 赞成死刑者说：死刑可以吓止犯罪、

让人怕，就不敢犯重罪。

反对死刑者研究报告，

死刑没有办法防止犯罪的死刑没有办法防止犯罪的：

比较欧洲、新加坡、香港、台湾的数据，

有死刑的地方 犯罪率没有比较低有死刑的地方，犯罪率没有比较低，

二者是不相干的

甚至因为许多的重罪会判处死刑甚至因为许多的重罪会判处死刑，

有些罪犯误犯某一条之后，

更会铤而走险犯更多的重罪 –更会铤而走险犯更多的重罪
反正我已经死刑、

多杀几个人无所谓了，多杀 个 所谓了，

反而造成重罪的蔓延

2. 就伸张公义角度，伸张 义
如果死刑能够平息受害者家庭的愤怒，

台湾人权促进会秘书长蔡季勋说：

「如果以为执行死刑就能让受害者得到安慰，

这是太廉价的正义，

处死犯罪者不能真正解决问题，

反而让犯罪的原因从此就没办法再研究了。」

就像社会、法律学者说的，

特殊犯罪的样本当学者想研究

为什么犯罪、找到原因，

希望将来防范类似的事再发生，

没有办法 因为样本在政府手里没有办法，因为样本在政府手里、

甚至被销毁了、无法研究。

3.司法系统误判的可能性：

司法系统基本上是在扮演上帝的角色–
判有罪、无罪，但人不是上帝，

在知识上谦逊的法官，会晓得让证据说话，

但是在东方，司法者往往以神明自居、不会犯错的。

即使是公正的法官也会犯错，

电影「越过死亡线」明显的例子：

两个人同时 起犯案两个人同时一起犯案，

一个有钱、请高明律师，就能减罪、脱罪；

另外 个穷人请不起律师另外一个穷人请不起律师，

政府派给他一个公定辩护人，

不是办刑事案件的 不晓得如何辩护不是办刑事案件的、不晓得如何辩护，

马修就判了死刑

何况司法系统也是堕落的何况司法系统也是堕落的



台湾许多的案子，

早期的陆正案 缺乏证据却判死刑早期的陆正案，缺乏证据却判死刑

苏建和案，根据某个人的口白，就判有罪，

缠讼二十几年 最后无罪定谳缠讼二十几年，最后无罪定谳，

司法程序已经把这个人一生都毁了

早期电影好小子主角之一是个童星早期电影好小子主角之 是个童星，

长大之后抢劫犯案、

一审判死刑、二审改判十三年审判死刑、 审改判十 年

为什么年轻人判这么重呢？

因为当时发生白晓燕案，

全台湾风声鹤唳，类似情况，都会判得比较重，

这些提供司法改革的活教材。

4.逻辑不通：政府说杀人是错的，

自己却用杀人对待杀人者，

这逻辑是有问题的

5. 如果死刑可以平息受害者家人的愤怒，

社会学的研究 学者都发现 事实上是没有的！社会学的研究、学者都发现-事实上是没有的！
不只受害者家人怒气没有平息、社会大众也没有，

继续对加害者家属 其实是无辜的 仍然有压迫继续对加害者家属、其实是无辜的，仍然有压迫，

很可能迁怒所有类似的人

永远剥夺了杀人犯正式道歉的机会永远剥夺了杀人犯正式道歉的机会，

受害家属就更有「理由」继续恨下去

前几个月发生小女孩小灯泡命案前几个月发生小女孩小灯泡命案，

社会上一片攻击杀人嫌犯、甚至攻击小灯泡的父母亲，

她的父母亲强忍悲伤在众人面前说：希望她的父母亲强忍悲伤在众人面前说：希望

不要再有这种情况发生…没有哭喊要把那个人碎尸万段。

立法委员段宜康质询：

「当我们想以最简单的方法，解决复杂的社会问题」

小灯泡父母的心声：只想不要再有悲剧发生，

一个悲剧有它的社会原因的，不是那个个人而已

废除死刑的提倡人在台湾，

也不是说废除死刑后

这些人就放出来了，

要有替代性作法要有替代性作法：

终身监禁、不得假释，
提倡要把有期徒刑年限拉高提倡要把有期徒刑年限拉高，

永久的与社会隔离。

台湾的民意调查 舆论界有支持的台湾的民意调查，舆论界有支持的，

 一些社会案件媒体大幅报导的时候，

舆论会被操弄舆论会被操弄

分析家说：舆论是跟政治权力之间

有某一种的呼应关系有某 种的呼应关系

台湾有许多人支持（废除死刑）。

神学反省：有些基督教的教派是支持死刑的，

因为引用旧约 有用石头打死 判死刑的例子 问题是因为引用旧约，有用石头打死、判死刑的例子，问题是…

1.新约时代耶稣已经升天了，基督徒要引用旧约的法律，

安息年 年 次到耶路撒冷朝圣 都没有照着做安息年、一年三次到耶路撒冷朝圣，都没有照着做，

那死刑，不可能照着做的！
圣经说不守安息日的要打死 我们现在守主日了圣经说不守安息日的要打死，我们现在守主日了，

不顺从父母、与生理期女性发生性关系...
这些都是重罪 不大可能照着做这些都是重罪，不大可能照着做。

2. 更大解经问题，要从当时旧约犹太人的社会结构来说：

摩西在西乃山带领以色列人跟上帝立约、成为上帝的子民摩西在西乃山带领以色列人跟上帝立约、成为上帝的子民，

是一个国度，政治、司法、经济、宗教、社会结构

整个是一体的 -特殊的神权政治系统，整个是 体的 特殊的神权政治系统，

 耶和华上帝是他们的王

 缴纳十分之一，是感恩、奉献、缴税

 祭司、利未人是宗教领袖，也算是公务员一样



如果要守律法，按照律法的原则 -
每 条都要守到 犯了 条就等于是犯全部每一条都要守到、犯了一条就等于是犯全部。

基督徒非犹太人、不必守犹太律法，

律法是启蒙的师傅 我们需要回到耶稣基督十架福音律法是启蒙的师傅，我们需要回到耶稣基督十架福音，

来考量人性的尊严、生命的价值。

人是按照上帝形象造的 指的是人类人是按照上帝形象造的，指的是人类，

人做为上帝的代表，就有他尊严、尊贵之处，

「打狗看主人」，杀一个人、难道不看他的主人吗？「打狗看主 」，杀 个 、难道不看他的主 吗

我们认为某些人做了某些行为就该死在一起，

另外的人就值得活，其实在扮演上帝：

法官知道他们做的事只有上帝才能做，就社会的治安

他们却必须来做、有这种警觉，英国的法官...

何况冤仇、恨意，会让受害者增加光环，

往往受害者成为另外一个加害者，

对加害人攻击的时候，似乎有个光环。

3.死刑也剥夺了一个人悔改的可能性：

怎 够清楚看我们怎么能够清楚看见

一个人内心真的样子呢？

有些人真的是变态 人格异常 太过邪恶有些人真的是变态、人格异常、太过邪恶，

但是基督徒会说

我们不知道 个人会不会悔改我们不知道一个人会不会悔改，

那是上帝才知道的事。

圣经的例子圣经的例子：

亚当犯罪，是被放逐
之后 该隐刻意谋杀之后，该隐刻意谋杀，

上帝的作法是放逐、而终身与社会隔绝，
生物学上这个人是活着的生物学上这个人是活着的，

但就社会来说，他死了，

永久隔离、不会对社会带来任何危险了永久隔离、不会对社会带来任何危险了

有人犯罪、经过司法程序、罪刑确定、等候执行，

间 有 段时间的中间会有一段时间的，

三天、三个月、三年、八十年，

在那「 日如千年 千年如 日」的眼光中在那「一日如千年、千年如一日」的眼光中，

这个时间长短真的有那么大差别？

终生放逐 这也代表 种社会公众制裁的力量终生放逐，这也代表一种社会公众制裁的力量，

传统部落型社会采取的公众制裁，

所有的人跟这个犯罪的人「断绝往来」所有的人跟这个犯罪的人「断绝往来」，

没有物品的交换、没有情感的交流，

不需要另外设监狱不需要另外设监狱，

因为他在哪里都是监狱、都是被制裁的

现在的社会都会化 人跟人的关系愈来愈浅薄 疏离现在的社会都会化、人跟人的关系愈来愈浅薄、疏离，

社会缺少公众制裁的力量，

喝止犯罪，就只好依赖公权力，喝 犯罪， 只好依赖 权力，

所以警察就会越来越多、监狱就人满为患

我们如何对待一个邪恶的人？

其实显露出来的 是我们自己的本性其实显露出来的，是我们自己的本性。

二次大战要结束时，

义大利独裁者墨索里尼跟他的情妇，

被共产党一个小队长抓到枪毙了，

把他们的尸体倒挂示众把他们的尸体倒挂示众，

情妇的裙子往下掉，露出了臀部，众人在那边讥笑。

有 神父看到这 幕 就默默地拿出 根别针有一个神父看到这一幕，就默默地拿出一根别针，

把情妇的裙子别起来，遮住她的臀部。

为什么他要这样做呢？为什么他要这样做呢？

有人说他是为了死者的尊严，

有分析家说 神父想要维护的有分析家说，神父想要维护的，

是在场群众最后的一点人性尊严，

因为他知道这一群人因为恨意 已经快要变野兽了！因为他知道这 群人因为恨意，已经快要变野兽了！



4. 作为基督的教会对这一类的事，可有什么行动，

才是教会应该 合宜 洽当 善的行动？才是教会应该、合宜、洽当、善的行动？

当然，我们要做和平的使者，

让双方 受害者 加害者可以和好让双方，受害者、加害者可以和好，

真的很辛苦不太可能。

但有例子：死刑犯汤铭雄但有例子：死刑犯汤铭雄，

酒后放火烧死人，被判处死刑，

后来信主悔改 不断跟烧死的人的家属道歉后来信主悔改，不断跟烧死的人的家属道歉，

后来双方面也和解，

非常经典的例子 -双方和好，教会促成这件事。非常经典的例子 双方和好，教会促成这件事。

另外教会更应该做的：

对于「公义」的见解对于「公义」的见解，

传统上说「杀人者死」才是公义，

是「报复式的公义」，是「报复式的公义」，

不是圣经的公义。

圣经提到上帝的公义，重点不是刑罚、而是拯救，

圣经的语言有时说 上帝的爱显明的时候我们得救圣经的语言有时说 - 上帝的爱显明的时候我们得救，
其他地方也说 - 上帝的公义显明的时候我们得救，

罗一16-17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
先是犹太人，后是希腊人。

因为神的义正在这福音上显明出来因为神的义正在这福音上显明出来。

公义是上帝挽回罪恶的行动，反映罪恶的行动是挽回、救赎，

而不是审判，审判是后来外加的。

公义的概念是「恢复性公义」，

希望加害者 受害人的家属 能够彼此和好 希望加害者、受害人的家属，能够彼此和好，

让加害者了解受害者失去亲人的各种痛苦、心声

让所有人 能够恢复到和谐的关系 社会的创伤可以恢复让所有人，能够恢复到和谐的关系，社会的创伤可以恢复

已经死了的人我们没有办法，只能期待将来上帝复活的日子，

如果我们多杀一个人 没有解决问题如果我们多杀一个人、没有解决问题。

教会应该做和平的使者，这是我的看法。

引用「越过死亡线」后来访谈时，海伦修女的话：

「让我们从最简单的行动开始 」「让我们从最简单的行动开始。」

死刑案子，牵涉到这么多的人，

让我们深思：像马修为什么会犯如此大罪？让我们深思：像马修为什么会犯如此大罪？

 电影常常描绘犯大罪的人都是精神病态、恶魔附身

但实际情况 罪大恶极的人是长期一点点小错不断累积但实际情况，罪大恶极的人是长期 点点小错不断累积，

可能年轻时是在人家车上涂鸦、玻璃打个洞、

顺手牵羊偷小东西，使他不断不断愈来愈恶顺手牵羊偷小东 ，使他不断不断愈来愈恶

也就是说，罪大恶极的人是一个「正常人」，

每一个「正常人」，包括你我，都有可能做得出来的。

这是基督教的「人论」给我们的深刻体验，

也就回答了：罪的影响有多深远？影

也回答：为什么上帝不能白白的赦免人，

还要耶稣钉十字架为人牺牲呢？

因为人的恶，到一个地步是自己难以想象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