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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引言 

  今（二○○七）年四月十四日由藝人白冰冰小姐所主導之「白曉燕基金會」特別

舉行「反對廢除死刑」連署簽名活動，彼為了凸顯民意，除了進行連署簽名活動，更

花了十多萬元請「世新大學民意調查研究中心」針對「廢除死刑」議題做民調。 

 

  白冰冰小姐說，反對廢除死刑不是她個人聲音，民調顯示有百分之七十四點六的

民眾反對廢除死刑，對於外界稱她是強勢受害者，每年此刻她都會「發作」一次，「我

沒有怨，也沒有冤仇，也不知道跟誰討公道。」○1 此外，據報導；法務部於二○○六

年十二月一日批准「鍾德樹」死囚的死刑執行令，卻引起國際特赦組織（Ａ１）及歐

盟的反彈，由於法務部在二○○六年十一月底曾致函Ａ１表示會考慮近期內不執行死

刑，因而針對此事，國際特赦組織亞洲地區代秘書長凱薩琳在公開信中指責：「看到台

灣政府當局在此等人命關天的議題上，前後自相矛盾，令人非常失望。」○2 其實，根

據我國刑法，有七種罪名規定絕對死刑，有二十三種罪名規定相對死刑，如果加上特

別法的規定，我國法律體系中總計有一百五十七種規定死刑的罪名，惟刑法第三百卅

三條及第三百卅四條規定，犯海盜罪而致人於死者，處死刑；犯海盜罪而有放火、強

制性交、擄人勒索或故意殺人者，亦處死刑。但於二○○六年三月立法院司法委員會

將現行刑法僅存「唯一死刑」的海盜罪於死罰及海盜結合罪，均改為「相對死刑」之



罪，法務部針對此案所提修正草案，放寬為「處死刑、無期徒刑或十二年以上徒刑」，

讓法官可以根據犯罪情節輕重，以及犯罪情狀等因素，有裁量空間。 

 

  其實，法務部在修法理由中強調，死刑是「治亂世用重典」觀念下的產物，以目

前人民對於國家代行應報主義的觀念仍強，死刑的存在或許無法避免，然犯罪問題多

元化，過度倚賴「唯一死刑」，並不能徹底打擊犯罪。惟法務部 前陳定南部長自二○

○一年五月間即宣示：「將全力推動廢除死刑的政策」。二○○二年十月十六日 陳水

扁總統在「國際人權研討會」亦再重申；我國將以人權立國的理念，落實多項人權政

策，其中有「將逐步廢除死刑」的宣示，再度引起國人熱烈討論。 

 

  惟二○○二年六月十三日，歐洲議會通過請日本、韓國、台灣三個國家廢除死刑

決議案，我國法務部終於同年十月十四日在行政院人權推動小組會議提出因應報告。

行政院前院長游錫堃先生強調；廢除死刑是世界性潮流，一條長遠但必須走的路，惟

須爭取民眾支持，取得共識才能實施。 

 

  然而根據我政府「研考會」當日發布的「民眾對我國人權政策看法」民意調查，

有高達七成七受訪者反對廢死刑，贊成者僅約一成。認為廢死刑對台灣國際人權形象

沒有幫助有五成二，二成八認為有幫助。不過在問到如果廢死刑後，改處終身監禁且

不得假釋做為配套措施，主張廢除死刑者提高為四成七，惟仍有四成二不贊成。○3  

 

貳、 由「時間」環境看死刑之刑罰 

  根據「法務部統計摘要」記載，我國最近１８年執行死刑人數為４５８人；詳如

下分析： 

西元１９８９年執行６９人 

西元１９９０年執行７８人 

西元１９９１年執行５９人 

西元１９９２年執行３５人 

西元１９９３年執行１８人 

西元１９９４年執行１７人 

西元１９９５年執行１６人 

西元１９９６年執行２２人 

西元１９９７年執行３８人 

西元１９９８年執行３２人 

西元１９９９年執行２４人 

西元２０００年執行１７人 

西元２００１年執行１０人 

西元２００２年執行９人 

西元２００３年執行７人 

西元２００４年執行３人 

西元２００５年執行３人 

西元２００６年執行１人 

 

  惟另從法務部檢察司，於二○○一年五月十七日公佈一項統計資料，顯示我國從

一九五○年起到二○○一年四月底止，司法監獄總計執行六百五十八名死囚的槍決，

其中又以一九九○年、一九八八年及一九九一年分別槍決七十八人、六十九人、五十

九人最多。 

 



  經查該三年間，為台灣黑槍氾濫高潮，為遏阻治安惡化，此期間除公佈十大槍擊

要犯外，司法單位對重大刑案亦採速審速決政策。根據統計，五十一年來在司法監獄

經執行槍決的六百五十八名死刑犯，所犯罪名最多的分別是殺人、強姦殺人、強制性

交猥褻殺人及強盜、擄人勒贖、盜匪、煙毒等。六百五十八名遭到槍決的死刑犯中，

有六人為女性，其中五人犯下殺人罪，一人犯下強盜罪。由上揭可知，自從一九九○

年創下槍決死囚最多的紀錄後，一九九一年起死刑的執行人數呈現下降的趨勢。○4  

 

  不過，若以其中一九九八年計，我國處決死囚三十二人，台灣是該年度世界各國

執行死刑第七多的國家，且在民主國家中，僅次於美國的六十八人。根據國際特赦組

織的一九九八年的年度報告，至該年為止，全世界共有六十七個國家全面廢除死刑，

有十四個國家在普通刑法上廢除死刑，有二十四個國家事實上廢除死刑（近十年內未

執行死刑），還有許多國家逐步減少死刑的範圍。而聯合國持續推動廢止死刑國際公

約，人權委員會於一九九九年四月通過決議案，要求會員國暫停執行死刑，並以完全

廢除死刑為終極目標。當廢除死刑已成全球趨勢時，台灣這個「死刑國度」，是否仍應

置身其外呢？○5  

 

參、 由「空間」環境看死刑之刑罰 

  根據二○○三年元月十三日國際特赦組織說明；目前在全世界一百九十五個國家

中，已有一百一十一個國家正式廢除死刑或實際上不執行死刑，其餘八十四國縱然還

保留死刑，卻愈來愈少執行。最近還執行死刑的國家有伊朗、沙烏地阿拉伯、獅子山、

台灣、中國大陸、盧安達、日本、美國等國家。 

 

  國際特赦組織表示，在最近二十年中，大約有四十國廢除死刑。國際特赦組織設

在倫敦，一向主張廢除死刑。「世界反死刑聯盟」資料顯示，約有七十六國完全廢除死

刑，有十四國平民犯罪不判處死刑，另外廿一國實際上等於已廢除死刑。○6  

 

  惟依歐盟規定，只有廢除死刑的國家，才能加入「歐盟」。未來我國要成為世界先

進國家，廢除死刑，似乎是一條必經的路。在歐洲，法國民主思潮可以比美於德國，

但法國於一九八一年，在密特朗總統（社會黨）的主導下，為歐洲國家最遲廢除死刑

者，然而歐盟尚且稱讚它是能順應「世界潮流」的先進民主國家。 

 

  在當時（一九九五年），吾人且看「法國廢除死刑之後」的數項統計表，可以窺出

端倪：○7  

 

 

 

 

 



第一表 法國歷年執行死刑情形 

年度（年） 宣告數（件） 執行數（件） 

1920~1930 361 116 

1930~1940 199 79 

1940~1950 364 156 

1950~1960 129 45 

1960~1970 32 10 

1970~1980 18 6 

1980 1 0 

（說明）資料來源：法國司法部統計 
 

第二表 法國有關贊成或反對死刑制度的民意調查 
年度 贊成死刑制度 反對死刑制度 
1978 58﹪ 31﹪ 
1979 56﹪ 34﹪ 
1980 58﹪ 34﹪ 

（說明）資料來源：FIGARO 報。 
 

第三表 法國廢除死刑之後的殺人案件件數 
年度（年） 件數（件） 年度（年） 件數（件） 

1979 1910 1980 2055 
1981 1965 1982 2218 
1983 2433 1984 2501 
1985 2292 1986 2221 
1987 2099 1988 2376 

（說明）資料來源：DALLOZ 公司的「犯罪學」 
 

第四表 法國在廢除死刑後無期徒刑之宣告人數 
年度（年） 人數（名） 年度（年） 人數（名） 

1975 185 1976 201 
1977 226 1978 266 
1979 308 1980 333 
1981 349 1982 372 
1983 308 1984 389 
1985 385 1986 387 
1987 380 1988 415 
1989 407 1990 426 

（說明）資料來源：法國司法部統計 
 
 
 



第五表 法國恢復死刑之調查結果 
年度（年） 贊成恢復死刑制度 反對恢復死刑制度 

1982 50﹪ 38﹪ 
1983 56﹪ 36﹪ 
1984 64﹪ 32﹪ 
1985 65﹪ 29﹪ 
1987 61﹪ 35﹪ 
1991 59﹪ 37﹪ 
（說明）資料來源：SOFRES 公司的調查 

 

肆、 由「事相」環境看國際間之死刑刑罰： 

一、 日本最近之執行死刑情況： 

  二○○六年日本法務省選在年關前的聖誕節向四名死刑犯索命，引起國、內

外諸多爭議。前法相「杉浦正健」因宗教信仰因素拒簽執行命令，新法相「長勢

甚遠」才上任三個月便重新執法，而且一口氣吊死四人，其中有三人為年逾六、

七十歲的老人。 

 

  日本已一年三個月沒有執行死刑，這次是「安倍」首相上台後首次行刑，似

乎意味著日本目前尚無意改變死刑制度。 

 

  日本自一九九三年來已連續執行死刑多年，自二○○五年十月「杉浦正健」

前法相上任後，屬佛教淨土真宗大谷派信徒的「杉浦」表示，「不願違背自己的宗

教信仰」，而直到他於二○○六年九月卸任為止，都堅持拒簽死刑行刑命令。 

 

  日本輿論為此也分為兩派，一派是主張應該重新檢討、廢止死刑制度，一派

則認為既然因犯重大罪行被判死刑，不執法的話便失去法律審判的意義。 

 

  日本近年來犯罪率升高，民意愈來愈偏向主張嚴格執法，因此從二○○四年

起每年的死刑犯都超過十人。迄二○○六年為止被判死刑的，例如有；奧姆真理

教的「松本智津夫」、奈良誘拐小學女生殺人棄屍的「小林薰」、連續誘拐幼女殺

人事件的兇手「宮崎勤」等共十九人。 

 

  然而自二○○一年起，日本每年被處決的罪犯只約一、二名，使得各地監獄

中的死刑犯增加，到二○○六年十一月底已近百人。有些主張廢除死刑的團體指

出，既然死刑犯被處死的機率低，實質上與廢除死刑無異，為何不考慮直接廢除

死刑？ 

 

  這次法務省在二○○六年新法相甫上任日，一天內處決四名死刑犯，除了有

意藉以壓制「廢除死刑」的聲浪外，也可說是日本政府無意廢除死刑制度的一種



表態。 

 

  先進國家當中，目前只有台灣、日本和美國的一部份州仍維持死刑制度。國

際人權團體「國際特赦組織（Amnesty International）」以及「日本律師聯合會」都

於二○○六年十二月廿五日向日本政府提出強烈抗議，指日本政府選在國會閉會

中執法，而且行刑前也沒有事先通知死刑犯本人及其家人，對此作法深表遺憾。○8  

 

  國際特赦組織還指出，日本的高齡和患精神疾病的死刑犯，經常被關在個人

房裡幾十年，事前也沒有被通知行刑日期，他們只是一昧地等著突然間被處死，

連家人都沒時間做心理準備，這種作法是侵犯人權的，希望日本能踏出廢除死刑

的第一步，立即停止這種保密主義的行刑作法，朝廢除死刑的方向走。 

 

二、 英國對死刑存廢的看法： 

  緣於二○○二年八月初，英國有一位校工和其助教女友殺害兩名十歲女童

案，同年八月二十一日警方正式以謀殺罪起訴兩名被告。這樁英國百年來，發動

最大人力尋找失蹤者的案子，同時引發英國社會重新討論恢復死刑議題。當年八

月四日在住家附近失蹤的兩名英國十歲女童「荷莉」和「賈絲卡」的屍體，已在

案發地點「劍橋郡」「索漢姆鎮」的空軍機場附近發現。這樁殺人案重燃英國恢復

死刑辯論。根據當時之最新民調顯示，多達五十六％的英國人主張恢復死刑，並

認為，舉凡殺害孩童和警察者，都應判以極刑。二十三％的人則主張應判以終身

監禁。英國最近一次正式討論恢復死刑問題則在一九九四年。當時英國國會增就

是否恢復死刑進行投票，結果以四百零三票反對、一百五十票贊成，否決恢復死

刑案。但當時包括目前英國最大在野黨黨魁「鄧肯‧史密斯」在內的七名影子內

閣閣員，均投票支持英國恢復死刑。 

 

  英國「史密斯」出任保守黨黨魁後，曾公開表示，如有必要，不排除重新發

動國會討論恢復死刑問題。唯「布萊爾」工黨政府和其同僚則一致反對英國恢復

死刑。○9  

 

三、 祕魯恢復死刑嚴懲姦殺幼童犯： 

秘魯是南美洲廢除死刑國家之一，但在二○○六年祕魯總統「賈西亞」已將一項

法案送交國會審議，法案中規定，性侵未成年人並將受害者殺害的人，將被處以

死刑。這項議題在秘魯法學界和政府間掀起論戰。有人指出，如果法案通過，將

迫使祕魯退出死刑的「聖荷西公約」，但官員表示「絕不可能」。根據各種民調，

八成二秘魯人贊成對姦殺幼童者處以死刑。○10  

 

四、 菲律賓於二○○四年起恢復執行死刑： 

  由於牽扯到華人遭綁架、劫殺的案件日益猖獗，二○○三年十二月當菲律賓



總統艾若育遂宣布，鑒於目前菲國境內犯罪形勢嚴峻，從二○○四年一月起，她

將不再阻止對死刑犯執行死刑。 

 

  她在一篇聲明中說道：「我不再持反對立場，法院已預定在二○○四年一月對

死刑犯執行死刑」。 

 

  二○○三年十二月近半個月來，菲律賓首都馬尼拉市已經發生七起涉及華人

的綁架、搶劫案件，有多名華人被綁架或被劫殺。十一月十七日，再可口可樂公

司任職的三十二歲華裔財務經理「施美致」遭綁架撕票，她的屍體是在路旁的垃

圾袋裡被尋獲；三天後，一名十歲華裔女童也在馬尼拉的學校外被擄走，十二月

二日早晨，一名兩歲的華裔兒童由司機載往托兒所途中，在大馬尼拉區文定路市

遭六名武裝綁匪劫走；未久，著名的華裔歌手「司徒國銳」則在銀行領錢後回家

途中慘遭劫殺。 

 

  菲律賓華人社會代表為此多次要求艾若育取消延期執行死刑，以嚴懲罪犯。

艾若育最初拒絕當地華人的要求，表示過去執行死刑的事實表明，並無法阻止犯

罪現象的發生，而應加強打擊犯罪行為的力度。不過，艾若育的態度如今已改變，

同意允許當局對綁架勒索罪犯處以死刑。 

 

  由於菲律賓天主教徒以及有關人員的反對，艾若育於二○○一年一月上台

後，宣佈延後執行死刑。艾若育是一名虔誠的天主教徒，而前總統艾絲特拉達則

從二○○○年三月開始已暫停執行死刑。○11  

 

五、 核准死刑，中共收歸最高法院： 

  根據一項國際廢止死刑團體的統計，中共是全世界執行死刑最多的國家，二

○○三年一年內，至少宣判五千人死刑。 

 

  據「美聯社」報導，在全球尚有六十個國家執行死刑，中共是其中之一。設

於羅馬的意大利人權組織 Hands Off Cain 的一份報告指出，除中共之外，其他國家

共執行了五百多個死刑判決。報導說，中共相當依賴判處死刑向民眾表達政府反

腐敗與遏止犯罪行動的決心。因此死刑判決的理由很多，由謀殺、強奸、漏稅到

非暴力性的犯罪等，都在判死刑的理由之列。但此團體所公佈的中國大陸死刑數

字比其他人權團體公佈的數字高很多。 

 

  國際特赦組織在二○○四年四月的報告中曾指出，中共二○○三年曾處死七

百二十六人，為全球執行死刑人數的三分之二。但報告說，這個數字是根據不完

全的官方統計數字，實際死刑人數應該更多。 

 



  Hands Off Cain 的報告還指出，伊朗是全球執行死刑人數第二多的國家，二○○

三年至少有一百五十四人判處死刑。海珊的伊拉克則排名第三，在二○○三年四

月九日垮台前，海珊共判處了至少一百一十三人死刑。○12  

 

  然而，於二○○六年十月三十日中共全國人大常委會卻表決通過一項法律修

正案，將死刑案件的核准權統一收歸最高法院行使。這是廿三年來，中共對死刑

所做的一次最重大修正，專家預期，全大陸的死刑數量將會明顯下降，幅度至少

為二○％。 

 

  據《新華社》報導，中共全國人大常委會當天通過《關於修改人民法院組織

法第十三條修改的決定》，將《人民法院組織法》第十三條修改為：「死刑除依法

由最高人民法院判決的以外，應當報請最高人民法院核准。」這項決定已從二○

○七年一月一日起施行。 

 

  依北京法律界人士說；這項修改，體現了「尊重和保障人權」的憲法精神，

有利於從程序上防止發生冤假錯案，也有利於在死刑適用上貫徹「慎用死刑、少

殺慎殺」的方針。 

 

  早年，根據《人民法院組織法》，大陸規定所有死刑都必須由最高法院核准，

但一九八三年間，出於「嚴打」的需要，中共對此規定做出修改：殺人、強姦、

搶劫、爆炸以及其他嚴重危害公共安全和社會治安判處死刑的案件的核准權，最

高法院在必要的時候，得授權省、自治區、直轄市的高級法院行使。 

 

  其結果，根據西南政法大學刑法學專家陳忠林的估計，中國大陸每年判決的

死刑案件近萬宗，差不多是世界其他國家死刑案件總和的五倍。 

 

  北京大學法學院教授陳瑞華說，高級法院經常是死刑案件的二審法院，一九

八三年的那次修改，導致死刑二審與核准在同一個法院，死刑案件缺少了實質的

監督。此外，各地高級法院在死刑標準的掌握上也可能不同，很可能造成在這個

省不判死刑的人換到另一個省卻要被判死刑的結果。 

 

  長期以來，許多國家希望中國大陸能廢除死刑。對此，雖然中共現行政策是

保留死刑、慎用死刑，但大陸法律專家認為，中國大陸最終將會廢除死刑。○13  

 

六、 美國對死刑規定的變異： 

  美國聯邦最高法院曾在一九七二廢除死刑，但一九七六年恢復授權各州自行

立法規範死刑，目前美國五十州中有卅八州施行死刑。然而，對於死刑之判決與

執行，各州隨時尚存有變異性，例如： 



(1) 少年犯罪死刑，美國裁定違憲： 

  美國聯邦最高法院二○○五年三月二日裁定，將未成年重刑犯判處死刑違

憲，除將死刑判決年齡下限從十五歲提高到十八歲，更長遠的影響是為廢除死刑

開了大門。聯邦最高法院九位大法官以五票對四票的表決結果達成這項裁決，推

翻了高等法院一九八九年的一項裁決，取消七十二名重刑犯未成年期間犯案的死

刑判決，並使各州無法處決類似的死刑犯。全美有十九州允許將末滿十八歲的重

刑犯判處死刑。 

 

  美國允許將未成年重刑犯判處死刑的政策引起國際社會強烈批評。最高法院

此一裁定獲得海內外反死刑團體一致喝釆。但犯罪受害者支持團體則譴責此一裁

決，認為將有更多人受到十六、十七歲罪犯的傷害。代表多數大法官發言的甘迺

迪大法官指出，許多末成年人心智街未成熟，無法充分理解個人行為可能衍生的

後果。 

 

  部分法學專家指出，最高法院這項裁定影響深遠，因為各級法院可能根據不

斷演變的社會觀念逐步廢除死刑。德州大學法學院的死刑專家史戴克表示：『這

項裁定將奠定有朝一日正武廢除死刑的基礎。』一九八八年，最高法院裁定將十

五歲以下重刑犯判處死刑違憲。三年前，最高法院再以『全國共識』為由，裁定

不得處決心智障礙者。○14  

 

(2) 美密州新法 殺害執法者判死刑： 

  美國密蘇里州眾議院二○○七年四月十二日以懸殊差距通過一項法案，規定

殺害執法人員者將判處唯一死刑，除非法庭斟酌裁定罪不至死，則可改判無期徒

刑，但終身不得假釋。 

 

  美國最高法院一九七六年裁決唯一死刑違憲，密州為過關的新法案加了但

書，規避爭議，即殺害執法人員的罪犯若無前科或年事已高等，法官可留生路。 

 

  法案所指的執法人員包括警察、法官、檢察官、獄警、監獄工作人員或者觀

護人，只要凶案牽連到執法人員的工作，就適用新法。這項法案將送交密州參議

院表決。 

 

  共和黨籍密州州眾議員帕爾森表示，執法人員是保障人民的最後防線，有必

要立法傳達重視執法人員的訊息。但是法律專家質疑，新法可能形成阻礙，妨礙

檢方證明被告有罪而非被告自己舉證的司法原則。○15  

 

(3) 美國伊州，州長特赦 １６７名死囚復生： 

  美國伊利諾週即將卸任的共和黨籍州長雷恩二○○七年一月十二日動用州



長權力，對該州全部一百六十七名死囚實施減刑。這批死囚包括四名女犯，其中

一百六十四人減為不得假釋的無期徒刑，另三人則減為四十年有期徒刑，人數之

眾創下歷史紀錄。 

 

  這項破天荒的舉動雖然於法有據，但已引發美國社會各界激烈爭議，雷恩上

週已開釋另外四名黑人死刑犯，原因是他們受到警方的刑求才會認罪。 

 

  僅做一任的雷恩州長將於一月十三日卸任，他在前一天於西北大學法學院宣

布這項決定時說：「我在審核每一件案件時看到的事實，不僅令我懷疑這些死刑

犯是否無辜，更令我懷疑整個死刑體制的公平性。從判定罪行到判定誰應處死，

我們的死刑體制錯誤叢生」雷恩並表示，諾貝爾和平獎得主與南非前總統曼德

拉、南非大主教屠圖、墨西哥總統福克斯先前都督促他實施減刑；這批死刑犯中

有三人是墨西哥裔。 

 

  伊利諾在一九九七年恢復死刑，當時身為州議員的雷恩還投下贊成票。但是

雷恩當選州長後，在二○○○年一月下令暫停執行死刑，委由一個委員會進行大

規模研究調查，決定全面為該州死刑犯減刑。過去美國曾有三位州長於卸任前夕

全面為死刑犯減刑，但是受惠於雷恩的人數幾乎是前三次減刑總人數的四倍。 

 

  伊利諾新任州長當選人是民主黨籍的布萊哥耶維奇，他指責雷恩的減刑決定

是「大錯特錯」，不過表示仍將繼續暫停執行死刑。伊利諾恢復死刑後已處決十

二名囚犯；另有十七名死刑犯獲得開釋，佔全美類似案例的七分之一，其中還有

一人是在上電椅前兩天得到平反，整樁案件證實為冤獄。 

 

  昨天逃過一劫的伊利諾死囚都是殺人犯，其中一百五十六人原已定讞，另外

十一人仍在等待最後判決，他們至少殺害了兩百五十人，受害者家屬得知州長的

減刑決定之後群情激憤，廿年前親人遇害的普歇爾說：「案發後我們的心如刀割，

每天都像在遭受死刑煎熬。對所有受害者家屬而言，州長此舉猶如再次謀殺我

們。」反對減刑的伊利諾州檢察官狄文表示，將試圖尋求法律途徑撤銷州長的決

定，但他對可行性不表樂觀。○16  

 

  從一九七六年至二○○二年，全美共處死了八百廿名囚犯，目前還有將近三

千七百名囚犯可能將被處決。在全世界富裕的工業國家中，現在只有美國與日本

仍施行死刑；相較之下，歐洲各國早已簽署「歐洲人權公約」，全面廢除死刑。 

 

(4) 死刑執行，注射毒葯，刑後掙扎３４分鐘，美國佛州暫停死刑： 

  美國佛州監獄當局二○○六年十二月十三日發生死刑犯「狄耶茲」被連續注射兩次

致命藥劑，且經過長達 34 分鐘才宣告死亡的爭議，持續擴大。在法醫驗屍報告證實獄



方注射不當後，州長「傑布．布希」十五日下令暫停執行死刑。 

 

  此外，佛州的聯邦法官也下令該州暫時停止執行死刑，並宣稱致命注射執行死刑的

方式，恐違反憲法上所禁止的殘酷及不當處罰方式。聯邦地方法院法官佛吉爾已裁定加

州執行死刑的方式不當，但也表示可進行修正。 

 

  因為發生「狄耶茲」的案子，州長已下令成立委員會，檢討該州致命注射執行死刑

的程序。而委員會小組在 2007 年 3 月 1 日最後報告完成前，州長將暫停簽署所有的死

刑執行令。他並表示，要確保死刑執行過程中不會產生殘酷及不當的處罰。 

 

  美國佛州自 2000 年改採致命注射後，至二ＯＯ六年十二月中旬，已執行 20 人死刑。

目前佛州監獄尚有 374 個死刑犯，二○○六年則只執行過四次。○17  

 

  而反對死刑人士表示，不論是電椅或致命注射，佛州執行死刑從頭到尾就是不當。 

 

伍、 由「執行死刑趣聞」看死刑之刑罰： 

  世界各國對死囚之執行方式；有槍斃、有電椅、有絞刑、有砍頭，甚至注射毒葯…

不一而足，惟對死囚臨刑前，尚發生一些軼聞趣事，爰舉例一二，以供參改： 

一、 美國著名女數學家，愛上死囚： 

  在美國奧克拉荷馬州，「蘇珊．鮑爾茲」小姐是位著名的數學家。她為某個專

門照料受虐動物的團體創立網站。 

在康乃狄克州，「蘇珊．鮑爾茲」小姐是個神秘女郎，她愛上連續殺人犯和強暴犯

「羅斯」。 

 

  死囚羅斯坦承自己一九八○年代初葉在紐約和康乃狄克州強暴和殺害多名女

子。他去年同意不再就死刑判決提出上訴。羅斯已在二○○五年五月十一日伏法，

這將是美國新英格蘭地區四十五年來第一次處決人犯。 

 

  但死囚「羅斯」和「鮑爾茲」小姐的情愫又死灰復燃。他和她的戀情曾在二

○○三年中斷。鮑爾茲小姐答應羅斯，只要他繼續上訴，要求撤銷死刑判決，她

就會嫁給他，並且搬得更近些。 

 

  死囚的戀情並不罕見。根據美國司法部的最新統計數字，在二○○三年全美

國就有百分之廿三的死囚有配偶。其他死囚，像羅斯之流，也有女友或男友。 

 

  「夏拉．艾森伯格」為了寫一本叫《愛上殺人犯的女人》的書，訪問了數十

名女子。她說：「她們絕對不算異數，也沒有瘋狂。她們的戀情滿足了她們的需求。」 

 



  會和殺人犯約會的女人各種背景都有。艾森伯格說，有許多女子都有被丈夫

或父親虐待經驗。 

 

  鮑爾茲小姐在二○○○年結束婚姻後才和羅斯通信。她認為羅斯的罪行來自

精神疾病。她認為，一個人不論犯過什麼滔天大罪，本性總有良善的一面。 

 

  鮑爾茲小姐雖曾和死囚羅斯訂婚，但二○○三年七月結束關係。當時幾個月

前，鮑爾茲小姐重新進入羅斯的生命中。她一直鼓勵他上訴，甚至不惜以自殺相

逼。○18 這眞是一件神聖愛情故事。 

 

二、 美國之死刑犯，死前遺囑是要求捐披薩： 

  根據二○○七年五月十日之ＣＮＮ報導，美國田納西州河彎監獄一名死刑犯

在當月 9 日執刑前，請獄方將他最後一餐披薩捐給遊民，獄方拒絕。消息傳出，

許多善心人士紛紛以他的名義訂購大批披薩送給各處遊民收容中心，感人故事傳

為美談。 

 

  緣有美國遊民「沃克曼」，1981 年搶劫餐館並槍殺警察，被判死刑，9 日凌晨

2 時被注射毒藥執刑前，如今 53 歲的他請獄方將他最後一餐披薩捐給監獄附近任

何一位遊民享用，但獄方以沒有這種程序為由拒絕。監獄發言人表示：「納稅人沒

有允許我們把他們的錢做慈善捐助。」 

 

  但河彎監獄所在的納許維爾市，9 日卻有數以百計遊民飽吃一頓披薩晚餐。 

 

  原來，沃克曼捐披薩不成的消息傳開，引起廣大迴響。55 歲居民唐納‧史潘

樂電邀友人集資 1200 美元(約台幣四萬元)，以沃克曼的名義訂 150 個披薩送給市

內一個救濟會，發給遊民。她說：「沃克曼想做善事，卻沒人幫他。」 

 

  遠在明尼蘇達州的一家電台，9 日上午除了廣加報導，也訂購許多披薩送給納

許維爾市「綠洲」收容中心。 

 

  美國「人道對待動物協會」獲知其事，捐 15 個披薩。納許維爾其他收容中心

陸續收到善心人士捐贈的披薩。 

 

  市內救濟會公關主任崔德威說：「這是一個死刑犯變善行的好故事。」○19  

 

三、 歐洲女，愛上美國死囚究何情懷？ 

  卅二歲的義大利女子「亞麗珊朵拉」小姐，一九九五年和美國死囚「希新岱」

互通魚雁。儘管死囚希新岱在德州等待處決已近廿年，亞麗珊朵拉仍在一九九九



年和他結婚。這場婚姻正好說明目前大西洋兩岸的一種怪現象：歐洲女人紛紛愛

上美國死囚。 

 

  行將卸任的美國伊利諾州長雷恩上揭免除該州一百六十七名死囚的死罪，消

息傳出，引發全美對死刑的探討。 

 

  據美國國家廣播公司（ＮＢＣ）報導，二○○三年美國大約有三千名死囚。

人權團體一向批判死刑不遺餘力。現在更有愈來愈多歐洲女人加入抗議死刑的行

動，她們的作法之一就是和死囚建立男女關係。 

 

  亞麗珊朵拉小姐即是經由友人介紹。和四十七歲的希新岱成為筆友。一九九

九年，亞麗珊朵拉前往美國探視因未被控二級謀殺而在接受第二審的死囚希新岱。 

 

  亞麗珊朵拉小姐說：「聽到他被判死刑，我真的快瘋了。但我知道，死刑絕對

無法改變我們的關係」 

 

  死囚希新岱一九八一年在休士頓綁架進而殺害十九歲的席薇雅‧哈里森。案

子後來重審。一九九八年希新岱第二次被定罪判死刑。事後亞麗珊朵拉小姐決定

繼續待在美國，她住在一輛拖車哩，一直等到二○○三年和希新岱結婚為止。 

 

  亞麗珊朵小姐表示：「廿二年前希新岱犯案時，我根本不曾喜歡他。他的生活

一蹋糊塗。但是在我的國家義大利，司法制度的信念是給犯人新生的機會。我知

道我丈夫如今已是個新人。」 

 

  她說：在目前情況下，死囚往往鬱鬱寡歡。除了偶爾有親友探監，他們和外

面唯一的接觸就是寫信。佛斯特說：「對我未婚夫而言，我從獄中自動販賣機買給

他們的食物，簡直就像滿漢全席。」因為家人和朋友後來幾乎全斷了音訊，和女

友的通信和會面就是死囚唯一和外面世界的接觸。 

 

  許多和死囚建立關係的女子都表示，她們和死囚的關係十分緊張。只有一些

監獄准許「親密探監」，讓犯人和探監者接觸。擁抱或親吻。許多犯人在獄中結婚

時，都還被銬在椅子上。 

 

  為什麼會有女人想嫁給死囚？為什麼死囚朝不保夕還想娶妻？心理學家和其

他專家都想一探究竟。 

 

  「生命線」創立人「珍‧阿林斯」說：「根據我的經驗，女人會愛上死囚。原

因有二；第一，有些死囚在獄中一關就是十幾年，早今非昔比。他們很想從獄中



有所貢獻；第二，許多愛上死囚的女人童年時期都曾遭到男人欺淩，而且往往是

受到父親虐待。等她們長大成人，她們就用一種安全制約方式，將愛和暴力互相

庇祐一起。」○20  

 

  在台灣，於監所辦理公證結婚，屢見不鮮，但類似上揭之女性愛上男死囚案

例，迄未發生過，也許是東西方女性對「愛情觀」不同調所致。 

 

四、 大陸之死刑犯撒金成兵，獄中當皇帝： 

  中國大陸，因故意殺人罪而被判處死刑、綽號「虎豹」的「大連」黑社會老

大「鄒顯衛」，在入獄後買通法官與典獄長，將死刑改為有期徒刑，還在高牆內住

高級套間，專人伺候、召妓、乘豪華轎車隨意出入，還勾搭上女獄警。最後竟在

獄方的策劃下，以裝瘋賣傻方式獲得「保外就醫」機會，又率眾滋事，致一人死

亡一人重傷。 

 

  據中共「江南都市報」報導說，今年四十歲的鄒顯衛，由於兇殘好鬥，因而

有「虎豹」之名。一九七九年，年僅十六歲的鄒顯衛就因持刀傷人被勞動教育兩

年；一九八三年，鄒顯衛又因流氓罪被當時的大連市金縣法院判處有期徒刑兩年。

出獄後，鄒顯衛在剛剛興建起的大連經濟技術開發區開辦了一家名為「一步天」

的歌舞廳，生意大好為他帶來滾滾錢財，他因此大肆開辦其他的娛樂餐飲事業，

生意越做越大，不到十年，他已擁有了上千萬的資金。這段期間鄒顯衛不忘網羅

小兄弟到他的麾下壯大勢力，在大連、金州、開發區的黑道上佔有一席之地。 

 

  一九九二年，鄒顯衛糾集七名同夥，手持獵槍、藏刀、木棒，在黑吃黑打鬥

火併中，槍殺一人、另一人被打成重傷。鄒顯衛因此逃亡國外躲避，一年後又偷

偷潛回大連，一九九四年遭警方逮獲，遭到死刑判決，後上訴並買通官員獲得緩

刑二年判決。 

 

  他在入大連監獄後，買通典獄長謝紅軍，連房子都幫其打理好，由於謝紅軍

敢拿，鄒顯衛也敢給，兩人還以兄弟相稱，鄒顯衛不但開著典獄長的賓士車隨意

進出監獄，鄒顯衛的妻子、孩子也可以隨時來探望他，還能夠電話召來妓女陪宿。 

 

  鄒顯衛在大連監獄內，沙發、彩電、冰箱、空調、ＶＣＤ和外線電話等應有

盡有。不僅如此，隔壁房間裏還有一少年犯、一強姦犯，二人當其僕役。大連監

獄內一位女獄警甚至不顧自己為人婦、已為人母，墜入鄒顯衛情網，成了他的鐵

窗情婦。 

 

  之後，鄒顯衛更花大筆銀子，讓大連監獄為他弄到保外就醫機會。二千年鄒

顯衛在保外就醫期間再度率眾滋事，持槍殺人，造成一死一重傷。二○○一年鄒



顯衛再度落網。二○○三年十一月三日鄒顯衛終於執行死刑，而收受賄賂大連監

獄典獄長謝紅軍等人也都遭到貪污等五項罪名起訴。○21  

 

五、 美國俄州監獄之死刑犯，該不該帶走一顆好腎？ 

  美國俄州烏馬提拉監獄之死刑犯雷耶斯卡馬里納因腎衰竭，讓俄勒岡州當局

傷透腦筋：如何在行刑前，讓他活得好好的？據悉俄勒岡州財務本來就十分拮据，

每年光是教育費和健保費就已捉襟見肘，每年還得張羅十二萬美元，在烏馬提拉

監獄為「雷耶斯卡馬里納」洗腎。他因為在一九九六年殺害一名十八歲女子被判

死刑，目前仍在上訴。官司可能纏訟十年，在這段期間俄勒岡州當局必須一直為

他洗腎。 

 

  死囚雷耶斯卡馬里納的醫生上月做出結論道，「雷」某適合進行腎臟移植手

術。俄勒岡州當局可能考慮為他移植一顆腎臟。進行移植手術，俄勒岡州只要花

十萬美元，經費當然十分節省，但把一顆可救命的腎臟移植到死刑犯身上，等於

剝奪監獄外一個腎臟病人活命的機會。 

 

  而死囚「雷耶斯卡馬里納」表示：「他不會要求獄方為他移植腎臟，但如果獄

方執意移植，他也會接受。」○22  

 

  許多俄勒岡人都深然其說。自從雷耶斯卡馬里納可能接受腎臟移植的新聞發

布後，俄勒岡州上月即掀起激辯。當地媒體也十分注意俄勒岡州人對此一問題的

看法。 

 

  因為等不到腎臟移植，美國平均每天有十七人喪生。目前美國等待腎臟移植

的約有五萬七千人。但這位死囚，竟然要耗費一顆好的腎臟？令人置疑。 

 

六、 聾瞎不能行，美國 76 歲囚犯伏法： 

  美國加州最年老的死囚艾倫二○○六年一月十七日凌晨零時卅八分在聖昆廷

州立監獄注射毒針伏法。艾倫處決前一天是他的七十六歲生日。 

 

  長年關在死牢的艾倫罹患糖尿病，又聾又瞎，不能走路，他去年九月心臟病

發差點死掉，及時救回後繼續等死。 

 

  自從將近卅年前美國加州恢復死刑以來，艾倫是全美國年紀第二老的伏法死

囚，僅次於密西西比州上個月處決的一名七十七歲死囚。 

 

  艾倫曾以自己年紀又老，身體又差，不宜執行死刑為由提出非常上訴，但遭

美國聯邦最高法院駁回。加州州長阿諾史瓦辛格十三日也拒絕特赦艾倫。 



 

  死囚艾倫的律師安妮特．卡內基說：「艾倫健康情況欠佳，不只是因為年齡老

大使然，而是因為獄方蓄意漠視他的治療需求。」 

 

  艾倫當初是因為一九七四年的「瑪麗．蘇．吉茲」命案而入獄。當時加州還

沒恢復死刑。吉茲是艾倫的兒子「肯尼茲」的女友，她因為告訴一家市場的老闆

說，艾倫的幫派到他們的店裡偷東西，結果被人射殺。在吉茲命案中，市場老闆

的兒子席勒托維茲做出對艾倫不利的證詞。 

 

  艾倫為了脫罪，竟支付兩萬五千美元僱用甫獲假釋的獄友「漢米爾頓」殺害

「席勒托維茲」和其他兩名可能出庭作證的人。漢米爾頓拿著一把手槍趕到市場，

勒令席勒托維茲和其他三名店員躺在地上，再對四人開槍，其中一名叫里歐斯的

店員臉部中彈，幸好沒死，後來出庭作證。 

 

  案發後一星期，漢米爾頓因為搶劫酒店而被捕，警方在他身上搜出一份名單，

上面列了七個人的姓名和住址，都是艾倫想殺的人。○23  

 

七、 模仿海珊絞刑，美國一男童吊死： 

  美國德州當局表示，一名十歲男童日前觀看伊拉克獨裁者海珊遭絞刑的新聞

報導後，竟模仿絞刑，將自己吊掛在雙層床上，結果不幸身亡。 

 

  據「韋布斯特」警官「克隆契」表示，塞吉歐男童於二○○六年十二月卅一

日在自宅臥室被人發現死亡。其母親表示，事發前，塞吉歐曾觀看海珊遭處決的

新聞報導。 

 

  克隆契說：「這顯然是一件悲劇的意外，依我們推測，這個男孩當時正在做實

驗。」警方指出，塞吉歐在頸部打一個活結，綁在雙層床上。 

 

  美國加州臨床心理學家「畢卡夫」指出，塞吉歐這種年紀的小孩，會模仿電

視中摔跤或激烈運動等危險行為而不瞭解其危險性。畢卡夫說：「塞吉歐的案例顯

然是受到電視刺激。」 

 

  塞吉歐的親人三日特別為其舉行追悼會，他的舅舅說：「為何電視會播放海珊

行刑的畫面？」這真是執行死刑的另一種「後遺症」。○24  

 

陸、 結語 

  最近，國內死刑犯，判決定讞等待執行，迄二○○七年三月底為止有２４人，惟

在矯正機關之戒護管理，將面臨每天面對這些極刑定讞收容人之執行與否，則是迫在



眉梢必需解決之問題，遲而不決讓當事人及受害者心理備受煎熬，形成管理上之無形

壓力及潛在危機，稍一發生事故又成社會輿論抨擊之焦點，徒增民眾對政府施政之負

面觀點。故而，就已定讞收容人心理而言，有的求的是一個痛快與了結；有的則仍存

有一絲存活的希望，忍不住煎熬的就會想辦法求自我了斷(形成戒護事故)，尚存一絲希

望的就會靜觀其變，就第一線的戒護管理人員而言，如何去面對這些不知自己有否明

天的收容人，可說是一大考驗。 

 

  緣此，為求一勞永逸，法務部施部長茂林先生曾表示：「法務部擬引進『死緩制度』

所謂『死緩』制度，乃對被判處死刑確定者，暫緩執行，以觀察有無悔悟；如確有悔

改，可獲得減刑免於處死。中共於 1979 年訂定的刑法規定：『死刑只適用於罪大惡極的

犯罪分子；對於應當判處死刑的犯罪分子，如果不是必須立即執行者，可在判處死刑

同時，宣告緩執行兩年，實行勞動改造，以觀後效。』，『四人幫』之一江青，就因此

獲死緩未執行。」○25  

 

  施茂林部長認為，在廢除死刑前，引進死緩制度，不失為可行的替代方案。相關

配套包括：判處死緩的受刑人，在死刑緩執行期間確有悔改，兩年期滿可減為無期徒

刑；如確有悔改並有立功表現，兩年期滿後，減為 15 年以上、20 年以下有期徒刑。此

不失為法良意美，惟刑法學者復主張死緩改為無期徒刑，宜比照刑法修正後，無期徒

刑滿２５年始可假釋之額度。 

 

  總之，死刑起源於應報主義，係以國家公權力剝奪罪犯生命權，使其永久與社會

隔離，由於手段殘酷，不符刑罰亦具教化之主張，故廢除死刑已漸是世界潮流，許多

民主先進國家已廢除死刑或有條件的廢除死刑，惟是否全面廢除死刑，應視社會發展、

法治觀念是否成熟及民眾之共識與支持。 

 

  緣此，為落實逐步廢除死刑政策，法務部除已完成相關修法外，另對於本項政策

之「策進作為」如下：○26  

 

一、 應落實執法態度，重大刑案應迅速破案、迅速偵結，以積極行動展現維護治安之

決心，袪除民眾之疑慮。 

 

二、 法務部將持續推廣、宣導被害人補償制度，期以減輕被害人之部分損害，並繼續

推動被害人心理輔導工作，化解其內心悲傷與撫平其創傷。 

 

三、 因執行死刑恐將造成生命無法回復之結果，為慎重計，法務部於二○○五年一月

十二日業經修正「審核死刑案件執行實施要點」，將被告等人就死刑案件聲請司法

院大法官解釋，程序仍在進行中者，增列為審核之事由，以保障人權。 

 



四、 為落實逐步廢除死刑政策，法務部以結合政府各相關機關及民間資源，多元、多

樣、多管道方式，適時對民眾宣導政府逐步推動廢除死刑政策及各階段之各項配

套措施，並督導所屬各地檢署積極結合在地資源多管道行鎖推廣等方式，逐步降

低民眾疑慮，進而凝聚共識，獲得支持。 

 

五、 在全面廢除死刑前，請學術機關團體研究替代死刑之制度，並定期蒐集整官方處

理犯罪案件統計資料，以提供各相關機關研擬刑事政策及防治犯罪業務參考。 

 

我國政府宣示「人權立國」，對於死刑之立法政策，已深入檢討，惟我國人民於犯罪

行為採應報主義之觀念仍然盛行，人權法治教育尚待努力推動，死刑制度或許暫時無法

全面廢除，因此我國政府現階段係以相對死刑取代絕對死刑，以減少有關死刑之立法作

為政策目標，並輔以各替代死刑之配套措施，期以階段化方式達成全面廢止死刑之理想。

似應值得各界加以肯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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