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講題精采保留與延伸論述

贊成死刑存續的諸種理由與其辯證

關鍵詞：死刑、廢死、心理、鄭捷

一、前言

有關死刑的討論，有些是可以理性討論，但有些則否。可以

理性討論的部分，幾乎都傾向於廢除死刑。然而，在一些國家

中，死刑存續的主張還是喧囂塵上。甚至於已經廢除或停止死

刑執行的國家，這類的議論還是未曾歇止，只要發生聳動的案

件，那麼死刑的存廢問題，一定會再度被談及。

那麼就會令人產生質疑，是否人性就是如此。平常沒事的時

候，我們還可以用理性克制自己的慾望，但是只要超過臨界點，

人們就會展現赤裸裸的人性，而人性就是排除異己以及嗜殺？

雖說這是動物的自我保存動能，無可厚非，但是犯罪人，縱然

是非常獸性，也沒有侵害 3 到被害人以外的其他人，則為何我

們會產生同仇敵愾的情緒，不惜借他人（國家機關或其內具有

特定法定職務的人）之手，實現自己想像的自我保存慾望？

國與國、種族與種族間的戰爭，確實表現了人性自我保存的

慾望，所以殲滅作為對手的國家或種族的人會被視為英雄。當

然，這是指其成功的時候而言，一旦失敗，則會受到他國或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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種族的「審判」，進而成為罪人。觀諸國內，類似的情形，正

在日常生活內不斷地進行中。舉凡對毒品的戰爭、對貧窮的戰

爭，或對犯罪的戰爭等；不外就是對內製造出「敵人」，而宣

言殲滅其存在的「內戰宣言」。國與國或種族與種族間的戰爭

的情形，許多都是假借生存必要而為實質上國力的擴張，相同

地國內戰爭（內戰）的情形，或許也是一樣的。然而，在政治

操作之外，如果沒有最基本的排除異己、保存自我的情緒或亢

奮時，不管是對外戰爭，或對內戰爭，這都是事倍功半。所以

問題就在於到底是什麼公眾情緒使得這種煽情的政治操作得以

成功，並讓人們趨於排除的瘋狂。

以下要探討的就是這種基於人性的情緒而令國家機關得以

假借除惡、除害之名，終局地排除特定國民的機制。我當然也

包含在內，所以以下的探討，並不是號稱菁英份子對庶民的指

控，而是一種更為深層的反省。因為只有在理解自己的情況下，

局勢才有翻轉的可能。

二、可合理討論的死刑存廢論

首先讓我們談談可以合理討論的贊成死刑的理由，如果可以

在合理討論的框架內駁斥這些理由，那麼在去除這些可以討論

的理由後，即可正視非理性的贊成死刑理由。

1. 死刑可以抑止嚴重犯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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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是死刑可抑止犯罪的論述。一般贊成死刑的論述中，最

經常被提到的就是死刑的犯罪抑止力。這種想法是基於一種非

常樸素的概念而提出的，亦即一般人都會怕死，所以只要告知

做某種事一定會被處死，則人們就不敢去做那件事情。

然而，犯後怕死求饒的事情雖然並不少見，但是犯罪前想到

死刑可能性的犯罪人毋寧是屬少數。不僅是衝動之下，根本不

會考慮到後果，甚至於縱然有經過深思熟慮，犯罪人都會想賭

一下，自己會不會被抓到。而事實上會被抓到定罪的人並不是

多數。更何況，有一部分的犯罪人甚且是想借司法判決來求死。

姑不論以上曾經有過多數科學研究的結論，僅以一般常理而

言，假若死刑可以抑止犯罪，那麼嚴重的犯罪早就已經銷聲匿

跡。臺灣正式宣告不執行死刑的四年間的經驗，早就證實不管

有沒有死刑的宣判，或執行死刑，社會的治安都沒有變化，嚴

重的犯罪並沒有因此而增加。

當然於此並不是在主張嚴刑峻法沒有效果，只不過若要產生

這類的效果，即必須犧牲許多的自由與寬容。亦即，對於輕微

的犯罪，我們都必須嚴刑以對。換句話說，這就是鄉民論述中

經常被提到的「整部刑法，唯一死刑」。試想假若竊盜是唯一

死刑，則縱然並不是每個竊盜都會被逮捕並科處死刑，這仍然

有高度的威嚇作用。只不過若欲借死刑來遏止所有犯罪，則必

須違反比例原則，而任何人都無法確信自己不會觸犯小犯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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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國際趨勢並不重要

第二必須談及的就是所謂的國際趨勢。以國家數而言，廢除

死刑的國家毋寧是屬多數，而且數量繼續增加。整體而言，國

際趨勢是傾向於廢除死刑，而許多國際公約也直言廢除死刑的

必要性，只不過以全球人口數而言，仍舊是以贊成死刑者為眾。

其原因不外是仍有死刑的國家中有美國、中國與日本等國家在

內。

美國的數州有種族歧視的問題，此觀諸受死刑判決的犯罪人

的人種即可明確知悉。而日本方面，則有其對於死的意義的特

殊文化觀感，以死謝罪一事，在日本文化中具有特殊的意義。

至於中國方面，則不用再論，其僅是以國家強權的確實性實現

社會的統治而已。在國際的論壇上，這些國家的消極舉措都已

成為國際笑柄，而且嘗受了諸多的壓力。我國並沒有這類的文

化或社會壓力，躲在其後主張連他們都無法廢除死刑，所以我

們也無須廢除死刑一事，僅是鴕鳥心態作祟而已。在國際上嚴

重犯罪趨於緩和的現在，躲在特殊文化與社會因素的後頭，僅

是想掩飾橫亙於人性中難以消除的淵藪在臺灣卻是明目張膽地

發揮作用的恥辱罷了。

3.「殺一個少一個，拯救將來的被害人」的論調

雖然這是贊成死刑論者中，非常重要的論點，但是卻是根本

經不起合理反論的論點。這類的主張認為只要消除一個禍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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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麼因為這個禍害會產生的惡害，即會減少。然而這僅是等同

於主張刪除掉電腦中錯誤訊息，而不去論到底電腦的設定哪裡

出了差錯的作法。這種作法根本沒有辦法解決問題一事，根本

就不需要進一步的論述。這類的論調僅是以殺來掩飾未能解決

的根本問題而已。不解決根本的問題，只想要掩飾目前的狀況，

那麼永遠殺不完，更何況在沒有辦法阻止陸續出現的案件時，

甚有可能擴大死刑的適用對象到有殺人嫌疑或之虞的人身上。

類似的問題還有轉轍器的論調。這個論調的內容大體上如

下：一輛火車行走至轉轍器前，發覺前方鐵軌上有五人被綁在

上頭，而另一方則是只有一人，此際將火車行使路線轉到一人

處，殺死一人，救五人，這是合乎道德的。這個議論貌似合乎

邏輯，但是卻是個假議題。因為如果事實上發生這類的問題時，

是用緊急避難的論理來說明問題，例如恐怖分子劫持飛行中的

飛機，向政府揚言如果不釋放他們被捕的首領，則要將飛機炸

掉。然而，在這類的案例中不管是一人還是那五人都是處於現

實的危險中，所以能夠比較選擇的優劣得失，但是在死刑的例

子上，犯罪人將來還會殺人，以及會殺幾個人這件事情，卻是

一個假設。拿假設的數據來與確實會發生的數據相比較一事，

本來就是個謬誤。當然，在反對死刑陣營中，會有人主張犯罪

人是有教化可能性的，所以我們應該盡力於避免他再度殺人，

而不是以殺止殺。但是這個論述不僅會惹毛贊成死刑的人，並

且其論述的模式也是以假設來對抗假設，所以並非得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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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而言之轉轍器的救五人殺一人的論調，雖然貌似合理，但

卻是基於對不可知的未來的假設而成立的。反之，我們也可以

假設那個一人將來會救了數千人，則此際是否可以碾殺了那五

人。這個時候，贊成死刑的人一定會說，你怎麼知道那個人將

來會救數千人，殊不知自己在提出這個疑問時，早就犯了同樣

的錯誤。

4. 完美的勿枉勿縱司法的論調

這個論調在臺灣真是個很大的諷刺。臺灣的大部分民眾雖然

平素不相信司法，還謔稱為恐龍司法，但是一旦碰到殘虐的殺

人犯被科處死刑，則立即主張司法是公正的。不過，最近因為

國際公約的關係，判處死刑的案例越來越少，所以幾乎所有的

裁判者都變成恐龍。姑不論司法是否恐龍（這牽涉到公平公正

的相對性問題），裁判者與民眾都希望司法能夠勿枉勿縱，只

不過裁判者知道這只是理想，理想可以靠近，但無法達成；反

之民眾則認為這是必須達成，而且是可能達成的目標。為何會

有這種差異，原因很多，不過最主要的原因是「要求別人是很

簡單的」。

人審判人時有一定的缺陷，這就是誤判的可能性。誤判與死

刑沒有絕對關係，任何誤判都是悲劇，只不過當誤判產生國家

剝奪人命的結果時，再多的補償也回饋不到已經受死的人身上，

所以在可以科處死刑的案例，裁判者通常都會被要求應更為小

心謹慎些。反之，一般民眾則是站在合理推論的這一方（又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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稱為鍵盤柯南）。關於這點，簡單說來就是「確信」與「優勢證

明」間的差異問題而已。在以往或許裁判者與民眾是站在同一陣

線，大家一起來推論，但是由蘇建和案、江國慶案、徐自強案乃

至剛獲得第一次無罪判決的鄭性澤案（由檢方提起再審，訴求無

罪），在在顯露出裁判者謹慎的態度，其與民眾的觀感是漸行漸

遠。

不過，問題不是發生在這類案件上，證據方面有疑慮的案

件，只要續行溝通，則裁判者與民眾間的距離並不是不能超越的

鴻溝。問題是發生在當場殺人當場被捕的案例。當裁判者基於某

些理由，例如刑法第 57 條第 1 項的量刑諸款規定（牽涉到犯行

前、犯行中以及犯後的諸多考量），或基於國際公約有關精神障

礙的規定（對於精神障礙者不得科處或執行死刑），而不判死刑

時，贊成死刑的一般民眾立即會鼓譟，大呼司法已死。縱或反對

死刑的團體或個人，針對以上四個議題提出合理的說明，贊成死

刑的人仍不能接受。則，問題就在於拒絕合理溝通的理由何在。

三、對殘酷犯罪的憤怒與恐懼

對於一般民眾的反應的說明，最簡單的就是所謂「素樸的正

義感」，但是更正確的命名應該是「對殘酷犯罪的憤怒與恐懼」。

以下就這種基於憤怒與恐懼而形塑出來的「義憤」，進行深一步

的解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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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被害人的傷痛與民眾的同理心

一般在辯不過的時候，最經常出現的一句情緒性發言就是：

「一命償一命。等你家有人被殺了，才來說廢死」。當被害人

或被害人家屬發出這類的憤怒之語，其實是可以理解的。憤怒

會使得受傷害的人縱然知道於事無補，也無法藉此而使得傷害

得到平復或減損的地位得到回復，但仍舊會要求加害者受到同

等的傷害或地位的貶抑。這不外是一種大家一起下地獄的悲憤

情緒的展現，雖然沒有建設性，但是卻也無可奈何。但是，當

不是犯罪被害人或被害人家屬的人都這樣主張時，則必須進一

步探討其理由何在。

同理心是個說明的機制，但是為何會產生同理心，同理心的

擴散效果為何，這是必須進一步釐清的對象。同理心是指換位

思考，意指立於對方的立場、情境，設身處地地理解對方的反

應，對該反應表明感同身受，但不一定必須贊同該反應。這是

一般實際上人際溝通上的一種技巧，可以促進和諧。問題是基

於對被害人或其遺屬的同理心而贊成死刑的一般大眾，卻是基

於換位思考，然後積極贊同被害人等的反應，甚至於超越一切，

替被害人等抱不平。殊不知，被害人或其遺屬的反應其實對整

體社會而言只有負面效應，而無越過、撫平傷痛繼續前進的功

能。

對於犯罪情事，僅同理一方，並積極忽視整體方向的態度，

這才是問題的根源。對於這種偏頗的同理心，就其產生及擴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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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機制，大體上有以下四種可能的解釋。

2.「下一個被害人可能是我或我的親友」的解釋

雖然貌似合理，但是發生的機率太小。一般的殺人案件都會

有情、財、仇等動機，其對象通常都是有這些關係的人，與社會

大眾無涉。縱然是沒有情、財、仇等動機，而僅是與社會為敵的

無差別殺傷事件，受害機率都小於車禍或其他事故。

這類的恐懼，若不是因為其他因素而擴散開來，則是有一定

的社會操控。最明顯的例子是酒駕 A1 事故（酒駕造成死亡或重

傷的事故）與刑法第 185 之 3 條的刑責。雖然酒駕僅佔這類事故

的一成左右，而且行為人通常都是低下社會階層人士，但是卻被

形塑成富二代酒駕撞死孝子等的悲情事故，引發社會激憤，進而

導致刑度愈來愈重。反觀違規駕駛、疲勞駕駛或使用再生胎的貨

櫃車爆胎等，雖然發生率高於酒駕，縱然理論上可以成立間接故

意（未必故意），但是卻沒有人去主張對肇事者應科處死刑。終

究後者可能人人會犯，而前者則不是如此，所以將所有責任歸諸

前者一事，是個非常好的推託。

回到殺人案件的議題。對於殺人案件的驚慌，或許有同樣的

情事。對於殺人案件的案情如有過度渲染的報導，確實會產生這

類的恐懼。人們通常不會去殺人，但是日常生活中卻經常聽聞人

命的事件，在懼怕自己會被害的情緒下，將責任悉數歸咎於特定

人身上，確實可以獲得一時性的心安，但是終究不是個解決方

案，也經不起進一步的探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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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而言之，你或你的親友不太可能會成為現在正處於司法審

判中的特定對象的下一步殺人行為的對象，除非你或你的親友

與這個人有情、財、仇等親密關係。在親疏關係懸殊的情況下，

強說同理被害人或其遺屬，這也未免過於牽強。所以，贊成死

刑，要特定人一定要離開世間的理由，不應求諸於他人，而應

求諸於自己。

3. 嗜殺成性的解釋

延續上一個同理心的議題，可以將同理的對象從被害人或其

家屬擴張到加害人及其父母親屬身上。只不過這種「同理」應

該已經背離了同理心的定義，而是一種嗜殺的報復。這種心理

的內容是，你讓被害人或其家屬痛苦，那麼就讓你以及你的家

人也嘗受一下別人的痛苦。換句話說，就是讓你死，同時也讓

你的家人與被害人家屬一樣感受到痛苦。

姑不論，加害人的家屬可能早已放棄了加害人，其所感受到

的痛苦不及於被害人家屬，縱或加害人家屬也會感受到同樣的

痛苦，整體而言這也只是痛苦上再加上痛苦而已，除了滿足主

張者嗜殺的心理外，應該沒有其他的作用。更直率而言，這種

心理不外就是「不甘我屁事，你們就一起去痛苦」。這已經不

是同理心，而是一種疏離的惡意，企圖將加害人與被害人，以

及其他的相關人士都排除到正常的社會圈之外，眼不見為淨。

這類的心態經常出現在公審的場面，在公然非難加害人的同時，

假借被害人以及其家屬的不堪情境，將加害人家屬牽拖進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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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不外是種嗜血的心態，除了割裂社會外，別無作用。或許

我們無法否認確實有人有這類的心態，但是社會仍舊存在、仍舊

在繼續進行中，所以這應該不是個一般現象，社會終究是以連帶

為成立基礎。

4. 對於枉法者的嫉妒

比起以上兩種解釋，以下的解釋則完全脫離被害人（及其家

屬）這個中間選項（亦即放棄同理心的選項），而直接解析贊成

死刑者的個人心態問題。首先是嫉妒的心態。

這種理解源自於對「胎兒與出生後社會化過程」的認知。人

們在仍舊是胎兒的時期，透過臍帶從母體吸收養分而成長，其根

本不會去顧慮母體是否營養充分，就一味從母體吸取養分，甚且

有母體已經腦死，胎兒仍舊繼續成長的醫學報告。這種不顧他人

死活，只管自己的活存的心態，不外就是最基本的人性。而這種

心態被稱為「小霸王心理」。這種小霸王心理不久就因為臍帶被

強制切斷，進而脫離母體後，面臨修正的必要。起初，嬰兒仍舊

是肚子餓了就哭啼，拉了大小便不舒服就喚人服侍，但是不久其

發覺哭鬧不是萬靈丹，反倒是顏面抽搐形成笑臉時，更能夠得到

滿意的服侍後，學會了以溫和的、撒嬌的態度獲取生存所需一

事，是較為有效與輕鬆，於是嬰兒社會化了。

不過，並不是所有人都是如此順利地社會化，仍有部分人仍

舊停留在未社會化的嬰兒階段，其於肉體成長後，仍舊是蠻橫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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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他人奪取所需。對於已經社會化的人而言，這真的是情何以

堪，尤甚者甚至會感受到比不上他的羞慚。所以必須以集體（國

家）的力量，給小霸王一個教訓，讓其永遠無法恣意妄為，以

求自我心理上的平衡。

換言之，已社會化的一般人對於未社會化者產生嫉妒，進而

想眼不見為淨，於是抹殺其存在，讓自己不會想要回歸到不可

能回歸的小霸王境界。然而，按理對於一般犯罪也應該會有同

樣的情緒產生，但事實上一般民眾並沒有對一般犯罪產生嫉妒

情緒，進而要抹殺其存在。更何況許多嚴重的犯罪者，與其說

是小霸王，倒不如說是魯蛇，對於失敗者剝奪其生命一事，甚

難以嫉妒一詞予以合理化。

總而言之，將事務影射到幼兒或甚至胎兒期的深層，是很

難得到驗證的（縱然就每個人的成長經驗而言，或許有點說服

力）。縱然可以證實嫉妒的存在，也無法證實這類的嫉妒就可

以發展成讓某人離開人世的慾望。

5. 對超我的反抗

比起上述對小霸王的嫉妒心態更為深層的是自我與超我的

緊張關係。

人們都有我行我素的本我，這個本我在經過超我的制裁後，

逐漸翻轉成社會化的自我，進而與他人共處於社會集團中。而

人們為何願意接受超我的指令，而改變本我，其實牽涉到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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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虐傾向。每個人回憶起小時候的事情，都會憶及小時候做錯

事情而受罰時，想要讓自己痛苦而從父母親不捨的心情中獲得

自虐性的愉悅。

論者基於這個深層心理的敘述，發展出自虐型受罰（受規

訓）的理論。亦即，法律是超我，而犯罪的慾望則是本我，當

人們基於本我而做出違反超我的訓誡時，會受到超我的處罰，

且平日本我也受到超我的壓抑與監視，而這個處罰、壓抑與監

視會產生快感，所以人們為了享受本我受到超我壓抑（監控或

懲罰）時的快感，進而積極地接受了超我的指令。換言之，超

我之所以成為戒律的根本，其原因不外是本我尋求快感的心理

機制。人們甚至於為了尋求快感，進而不斷要求超我的極度展

現。

將這套理論翻轉到死刑的贊同意見時，我們可以主張當看到

犯錯的人接受極刑時，本我與超我的衝突到達極限，於是受罰

者接受處罰感到痛苦一事，會激起觀看者的快感。換句話說，

主張死刑一事，其實就僅是看到某人的本我與超我極度衝突時，

該讓本我承受痛苦，藉此產生了觀看者的快感。

然而，縱或可以憑個人經驗感受到被權威壓抑時的快感，進

而理解自我規訓（服從權威）的機制，但是看到別人受懲罰，

而感到快感時，如何將這個快感與自我受到壓抑時的快感連結

起來？這點尚無法解明。不過，針對聽聞死刑被執行時，一般

民眾所感到的快感，除去以正義公平的實現等虛偽的論述所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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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釋外，或許同理到受罰者，感受其（受到超我或法的懲罰時

的）痛苦，並基於該痛苦而產生自虐性愉悅的解說，縱或表面

上貌似荒唐，但也不是無法想像。

四、結論─翻轉的可能性

以上基於合理的辯證，駁斥了可合理溝通的死刑贊成論調，

同時稍微深入地探討了縱然不合乎邏輯但情緒上仍舊要贊成死

刑的深層心理。然而，通常在前半段論輸的人們，都會直接訴

諸情緒，宣稱其主張就是素樸的正義的展現。此際，後半段的

論述在毫無實證的情形下直接碰觸到人們平素不能或甚至不願

意接觸、理解的深層心理，揭穿其公平正義的假象，這會讓毫

無這類經驗的人們反感，最終將嗤之以鼻。

所以我國的議論仍舊在鬼打牆，除了借諸菁英份子所為政治

性決斷外，似乎無法戒除死刑之癮，但我國的政治菁英根本又

是無法期待的一群。則，難道我國就必須追尋在美國、日本以

及中國之後，當個在死刑議題上的死硬派？

我國目前的狀態是欠缺對於已經決定要排除或甚至翦除的

特定他人受苦的同理心，所以對加害人不會有任何同情。此外，

我們更將社會上所有的不安，加在特定人身上，企圖藉著排除

或翦除而感到安堵感。最後，事關死刑而言，一般民眾欠缺對

於國家強權（超我）的疑慮或懷疑，而我國有關死刑判決以及

執行，不論其理由在於安撫社會情緒，還是移轉當前社會矚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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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目標，在在都顯露出與公平正義無關的政治性操作。

雖然廢死在我國應該還有漫長的一段路要走，但是要走也要

走對路。以更為嚴酷的無假釋終身刑來替代死刑，雖然可以立即

得到近半數民眾的贊同，但是生理上的死亡與社會性的死亡間，

終究是沒有多大差異。這種的替代制度頂多可以確保受刑人將來

有一天或許可以得到平反的機會。則，在諸多廢除死刑的國家所

採長期拘禁後釋放，並附加一段期間社會監督的制度，在我國有

無推廣的可能性？以目前的觀察所得，只要不能確保受刑人生理

上或社會性死亡的話，贊成者應該會急速下降。終究我國民眾仍

然糾結在壞人必須受死的迷思當中。一開始人們就已經認定極惡

的壞人是沒有權利與我們呼吸同樣的空氣，他們的行為讓他們自

己脫離了社會共同體（社會契約）。

目前我們能夠做的，大概就是繼續增強司法菁英的自我控制

能力，與期待社會或政治菁英的覺醒（或者不需要到達覺醒的程

度，只要他們能夠不情緒反應過度壞事即可），但是更重要的或

許是加強一般民眾對於犯罪的理解與自我解析的能力。

犯罪學的研究與其成果的宣導，雖然是必要的一步，但是如

果心態上沒有轉變的話，任何這方面的努力都無法將訊息傳達到

民眾的耳內。鄭捷案就是一個典型的例子。在還沒能理解他，敘

述其成長歷程前，從逮捕、起訴、三審定讞到執行，不到兩年的

時間，悉數都已成遂。當年肅殺的氛圍，至今仍鮮明異常。我們

到底有沒有煞一下車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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死刑深層心理的解析，正就是踩下煞車減緩車速的一腳。當

人們接觸到除了正義公平外的另一種解釋後，當人們知道自己

的心理可以被這麼「污穢」地解析後，或許會陷入迷惘中，而

這瞬間的迷惘或駐足正是走向廢死一途的契機。

要之，所謂的行動的主體，不外是基於非放諸四海皆準的、

一時性的「真理」，而修改自己的行動方向，並嘗試引導他人

行動的活動的集結體，主體不是存在，而是行動，只有透過「真

理」的引導，重建自他關係一事，才是真的人性鬥爭，同時也

才是主體性的展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