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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文採用教育詮釋學方法，對優納斯的責任倫理學進行探討，主要的目的
有下列幾項：1.探討優納斯責任倫理學的思想淵源；2.分析優納斯責任倫理學的
主要內涵；3.評價優納斯責任倫理學的優劣得失；4.闡明優納斯責任倫理學對生
命教育的重要啟示。優納斯被認為是對抗科技力量霸權施展於社會的思想家之
一，他以存有論做為其責任倫理學的基礎，主張生命自身就是有機體存在的最
高價值與終極目的，向人類發出「應然」的要求。他訴求一種具有未來性、非
相互性、絶對性的責任，來保護自然及未來的世代。為了要實現這種新的責任
原理，他提出了「恐懼啟發法」，希望能激起人的憂患意識，期能將災害降到
最低程度。研究者希望經由優納斯責任倫理學的探究，瞭解其學說的優點與缺
點，提供我國做為建立生命教育理論和改善生命教育實際的參考。

關鍵詞：責任倫理學、優納斯、生命教育
收件日期：2009 年 3 月 23 日
修正日期：2009 年 4 月 27 日

87

教育科學期刊 8(1)

壹、 前言
人類對於「生命」的探討有著上千年的歷史，然而生命教育(Life Education)
對於我國教育界而言，首次是由教育廳於1998年提出。在國外，最早是由澳洲
於1979年創立了生命教育中心(Life Education Centre)，並成功地將其理念傳達至
世界各地，但是其主要宗旨在於兒童與青少年的毒品、藥物濫用防治與健康教
育(health education)，雖然當中也闡述了自我價值感(sense of self-worth)的重要
性，卻僅是作為達到毒品防治目標的方法之一而已（蔡明昌、吳瓊洳，2004）。
然而，生命的問題不僅具有時空性、也具有普世性的面向，身處於二十一世紀
的全球村，本土的社會問題也往往與其他社會的發展具有緊密的扣連關係因
此，本文嘗試著從哲學上反思現代技術文明賴以存在的基礎，或許能夠提出對
生命有新的思維及新的行動準則，提供台灣社會構思與推動生命教育一個思考
面向，以充實我生命教育的論述內涵。優納斯（Hans Jonas, 1903-1993）是海德
格（M. Heidegger, 1889-1976）的學生，他在1979年出版了《責任原理：找尋科
技時代的倫理學》（The Imperative of Responsibility: In Search of an Ethics for the
Technological Age）（英文版1984年）（以下簡稱《責任原理》）一書則是延伸
其存在哲學與現象學的分析，去探討所有生命的形式，關注人類未來的倫理學。
鑑於優納斯責任倫理有其創新的思維，且國內甚少相關研究，故這成為研究者
想深入探究優納斯責任倫理思想的動機之一。其次，由於教育文化長期以來重
物輕人、重知識輕智慧，讓社會整體瀰漫著價值混亂與人生觀膚淺的現象；加
上西方後現代思潮在台灣造成社會價值觀的解構，使生存權有逐漸被自主權取
代的趨勢，更助長了各種思想價值觀的混亂(孫效智，2004)。鑑於優納斯從自然
存有論的角度分析自然界生命的目的與價值，其觀點可充實我國生命教育的內
容，故這成為研究者想探究優納斯責任倫理思想的動機之二。再者，生命教育
中倫理的思考，應該就傳統倫理學不曾思考過科技宰制生命的議題提出即時的
反省，來幫助人們在科技時代知所抉擇與行動。鑑於優納斯責任倫理學特別強
調科技時代對於他人與後人的倫理責任，不僅顧及個人當前的行為，而且關係
人類整體的存在，對當代科技哲學的發展產生影響，成為研究者想探究優納斯
責任倫理思想的動機之三。出於以上三個研究動機，研究者認為責任倫理相當
值得國內教育學術界，共同關注並且積極開發。因此，本研究的目的有下列四
點： 一、探討優納斯責任倫理學的思想淵源；二、分析優納斯責任倫理學的主
要內涵；三、評價優納斯責任倫理學的優劣得失；四、闡明優納斯責任倫理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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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生命教育的重要啟示。

貳、 研究方法與步驟
本 文 將 採 用 達 奈 爾 (Helmut Danner, 1941-) 提 出 的 「 教 育 詮 釋 學 」
（Pädagogische Hermeneutik）方法，來進行優納斯責任倫理學的探討。教育詮釋
學方法的運用有下列幾個階段（梁福鎮，2006：78-80）：（一）教育文本歷史的
確定：研究者在採用「教育詮釋學方法」進行研究時，必須注重教育文本的歷
史問題。教育學歷史的理解與解釋有助於教育與陶冶問題的澄清，因為教育問
題的產生往往有其歷史因素，這些因素無法孤立於歷史之外，只有通過歷史的
探討才能理解教育問題的來龍去脈；教育文本只有在具體教育情境中才能被理
解，因此教育研究者必須確定教育文本的歷史，然後才能在其歷史脈絡中加以
理解。（二）教育文本意義的解釋：採用「預先準備的詮釋」14（Vorbereitende
Interpretation）、「文本內在的詮釋」15（Textimmanente Interpretation）、「交互合
作的詮釋」16（Koordinierende Interpretation）等三種方法以理解教育文本的內容。
首先，對於作者意識與無意識的先前假定，例如作者的政治或宗教觀點等等，
必須儘可能加以揭露，才能達到完全的理解。其次，必須從具體教育情境出發，
不能混淆作者和詮釋者情境的差異，方能達成較佳的理解。最後，意義關係與
影響關係只是一種假設，這些假設必須不斷加以證明或修正，經驗顯示對一個
作者或特定的事物作長期和密集的詮釋，可以獲得較好的效果。（三）教育文本
假設的建構：教育文本中含有許多意義、規範、價值、目的等觀念，這些觀念
14

「預先準備的詮釋」注重教育文本內容和資料來源的批判，通過版本的檢查以確定教育文本

的信度。並且教育研究者在詮釋中，必須對自己的「先前意見」（Vormeinung）、「先前理解」
（Vorverständnis）、「先前知識」（Vorwissen）、「待答問題」（Fragestellung）等加以澄清，
使其非常明確。最後是注重文本一般意義的詮釋，以確定其核心的內容(梁福鎮，2006；Danner,
1994: 94)。
15

「文本內在的詮釋」注重教育文本語意和語法的探究，經由文字意義和文法關係，運用「詮

釋的循環」（Hermeneutischer Zirkel）的方法，就文本整體和部分的意義進行來回的詮釋。同時
應用邏輯法則，將文本粗略加以劃分，以闡明文本的意義(梁福鎮，2006；Danner, 1994: 94-95)。
16

「交互合作的詮釋」注重教育研究者對部分重要文本的理解，因為部分重要文本的理解有助

於整體著作的詮釋(梁福鎮，2006；Danner, 1994: 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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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理解和闡明無法採用實證研究的方法，將研究假設和研究結果用量化的方式
加以解釋，而必須借助於詮釋學的方法，詮釋教育文本的意義。教育研究者在
確定教育文本的歷史脈絡以後，運用各種詮釋方法解釋文本的內容，教育詮釋
學可以建構許多假設，形成無數接近教育真相的詮釋。（四）教育文本真相的理
解：通過教育文本歷史的確定、意義的解釋和假設的建構，可以使教育研究者
獲得一種教育文本真相的理解，但是這種理解必須通過詮釋者不斷的反省，才
能使教育研究者恰如其分的把握教育的真相。本文的研究步驟如下：首先探討
優納斯責任倫理學的思想淵源，接著分析優納斯責任倫理學的主要內涵，然後
評價優納斯責任倫理學的優劣得失，最後闡明其對我國生命教育的重要啟示，
以充實生命教育論述內涵的參考。

參、 優納斯責任倫理學的思想淵源
根據優納斯代表著作《責任原理》及其他相關文獻的分析，其責任倫理學
的思想來自海德格的存有論哲學、懷海德(Alfred North Whitehead, 1861-1947)的
機體哲學、康德（Immanuel Kant, 1724-1804）義務論哲學，茲詳細說明如下：
一、海德格的存有論哲學
在西方人的思想觀念上，人類為世界中心的想法，一直具有舉足輕重的地
位，並且深深地影響著西方世界。海德格對此「人類中心主義」(anthropocentrism)
的觀點提出了批評，他認為透過把某物稱為「價值」(value)的做法，使得被評價
的東西被剝奪了尊嚴，僅僅成為人評價的對象而已(孫周興譯，1998)，這是極端
性的主體對於客體的壓迫與欺凌。人類的理性思維雖然能帶給人類科技的進
步、文明的進展，但也確確實實地帶給人類不少的危機。海德格認為技術絕不
只是人類的行動或為達目的的一種手段，更不是什麼無知無覺的中立的東西，
因此，技術是不可能任由人類隨意的擺布的 (宋祖良譯，1996) 。依海德格的講
法，由於我們人類乃「在世存有」(陳嘉映、王慶節譯，1989)，這表示人類絕對
不是地球萬物的主宰者，而人類應懷抱對天地神明的尊崇，用心來呵護自然萬
物，就同牧人一般地庇護、保護著羊群。在平等的地位基礎上，人類仍須較諸
萬物多一份責任，也即主動看護、照顧萬物之責。但這種看護或照顧並不是「強
制性或必然性」的，而是人類把手伸向某物，關切某物並幫助他 (孫周興譯，
1994)。
同樣強調科技的本質在於人類力量對自然的過度介入，在《責任原理》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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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中，優納斯延續他在《生命現象：邁向一種哲學生物學》(The Phenomenon of
Life—Toward a Philosophical Biology) （以下簡稱《生命現象》）中對人與自然
關係的分裂，致使人類自我理解產生危機的論述，指出那些隸屬於人類完整性
的強大影響力與資源的枯竭，使人類力量的擴增伴隨著自我概念與存在之間的
矛盾。從《生命現象》到《責任原理》，優納斯以自然存有論做為其責任倫理
學的奠基，所開展出存有論的倫理學，還是走在海德格的路徑上，將人理解為
自然整體的一份子，當他企圖翻轉科技文明將自然與人的關係理解為工具與使
用者之間、力量與力量之間的對峙關係時，他將人拋入自然之中，在他的哲學
中，人作為負責任的存有者，不再是自然的主人 (林淑芬，2007)。而人與自然
是命運共同體的觀點，使我們重新發現自然的尊嚴，進而要求人類要跳脫利益
的層面去關切自然的整體性。人類行動關切的對象，必須包含人類的未來及所
有在地球上生物的未來。因此，發跡於危險的責任倫理學，首先要求的是一種
保存與預防的倫理學，而不是進步和完善的倫理學，只有在避免極大的災難，
而非追求極大幸福的條件下，才能冒他人全部利益的風險，來追求大眾的幸福。
由此可見，優納斯的責任倫理受到海德格存有論哲學的影響。
二、懷海德的機體哲學
在克卜勒（Johannes Kepler , 1571-1630）、牛頓(Isaac Newton, 1642-1727)時
期的科學家認為，宇宙中的一切事物完全受物理法則或因果律的決定，這種「唯
物論」(materialism)的觀點導致「機械決定論」(mechanical determinism)，他們不
相信宇宙本身具有特殊的目的和內在價值，所有的事物（包括人在內）都是由
物質粒子構成，而物質粒子根據機械法則盲目地運動，沒有目的，沒有意圖，
也就沒責任，這個世界只是存在著，自由、責任和道德等概念完全失去意義（林
火旺，1999；俞懿嫻，2002）。懷海德認為從心理經驗到的事實，最容易感受到
自然是有機的整體(the organic unity of a whole)。他用「機體」(organism) 17取代
「物質」的概念，認為如果我們把自然最具體的事實看成是「機體」，而「攝
受」(prehension)18便是這機體的基本功能，是「現行單元」(actual entities)19與外
17

所謂「機體」即傳統所謂「生命有機體」的簡稱。懷海德借用生物學的概念，所強調的是個體

與環境間交互作用，彼此之間有內在關係。個體的生成、存在，其目的與意義，和整體之間有
密切的互攝關係，而自然是有內在相關性的整體（俞懿嫻，2002）。
18

在《科學與現代世界》中，懷海德為了強調「時空關聯者」(space-time relata)的經驗內容，以

及含攝其他事物的功能，特別鑄造了「攝受」這個名詞。這裡懷海德所謂的經驗，不限於發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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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世界聯繫的管道。攝受有向量的特性(vector character)，它具有情緒的、有意
圖的、有評價的、也有因果的作用。每一個現行單元特質，均可產生攝受，進
而指示一個有機的、整體的宇宙，在其中所有的存在都有其目的、意圖與感知，
且通體相關 (俞懿嫻，2002；Whitehead, 1925)。另外，懷海德指出機體的「現
實性」(entelecheia)就是其存在的價值。追求現實性的機體以「永象」(eternal
objects)20與「模式」(patterns)作為其內在的本質，不斷地生成變化，如此一來，
就不能沒有過去與未來，更不能脫離與其他機體所共同構成的環境。只有從機
體與環境之間的交互作用與內在關係，才能說明演化的事實。因此，在分析自
然自身特質的時候，我們發現機體的出現有賴於符合它自身意圖的選擇活動。
換句話說，從機體的觀點，每個機體和其他機體交鎖關聯，相互反映。機體結
構因與環境交互作用而產生變化，發生演化的現象。機體有過去，有現在，有
未來，在時間之流中前繼後續。這裡需留意的是機體的發展不僅包含時間因素，
也包含空間因素，機體正因為如此才能與環境發生互動。從機體論的立場，自
然是在某些確定了的條件限制下，如時間空間、自然原則，展示了機體的演化(俞
懿嫻，2002；Whitehead, 1925)。
優納斯認同將自然視為機體的看法，他將「存在」(existence)歸於一切有機
體，而不僅止於人類，雖然只有人類可以反省生存的存有論結構，但一切有機
體都表現出它們對自己生存的關心，生命在其自身之內背負著自己的否定，這
個事實反為它提供根本的自我肯定（自我保存）的動力，並在世界中活動避免
自己消亡。在隨時可能面對不存在的前景下，這生命終極實存的不穩定性，刺
激著它必須持續維持著自身的存在，這是有機生命的共同規則，優納斯將其名
為「主體性」（subjectivity）(林淑芬，2007；Jonas, 2001)。而主體性可能以沒
在有意識存有的身上，即使無意識的無機物也可以是「有經驗的」。把握事物與其所處情境之
間的關聯所有存在都存在於時空關聯之中，彼此之間就必須相互參照，於是產生角度不同、立
場各異的「視野」(perspective)，便是「攝受」（俞懿嫻，2004）。
19

根據倭拉克(F. B. Wallack)的分析，懷海德的「現行單元」所指甚廣，在「微塵」與「上帝」

之間，一般常識所見的個別具體存在，都是「現行單元」。如飛禽走獸、花草植物、桌椅房屋

。
之屬（俞懿嫻，2004；Wallack, 1980）
20

所謂「永象」(eternal object)即「永恆對象」的簡稱，懷海德用以指稱人所認知到「事件」(event)

永恆不變的性質，如顏色、形狀等。「模式」也是一種「永象」，它不僅關乎感覺予材，也關
乎這些予材之間的固定型態（俞懿嫻，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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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主體的、或者是以一種非人的(impersonal)、非個體的總主體的形式出現。主
體性就某方面而言，不過是大自然顯露在外的表象而已，如同冰山一角，而自
然如同是一大塊的冰山，為沈默的內在代言著。因為主體性展示的是有效的目
的，而沈默的內在僅能藉著主體性找到發表自己的語言，如同果實展現著植物
的成果一樣。因此，整個大自然就是一個有目的的存在，它通過主體性的存在
者表現出來(Jonas, 1984: 71-73)。無論主體性的形式是如何地不成熟，優納斯將
這個充滿爭議的論點往前推一步，宣稱所有生命都表明了趨向於自由。「存在」
是生命的目的，此目的是「善自身」(good-in-itself)，是一切價值的根源，有機
體生命經過不停的爭鬥，就是為了要完成其存在，就是為了展現其主體性，而
這個過程中顯示出自由的原則。主體性、自由原則被放在整體論自然主義的脈
絡下，挑戰現代哲學以來對主體性、自由概念的理解，是優納斯自然哲學中相
當引起爭議的一點。然而，雖然優納斯反對現代哲學的二元論，但卻贊同現代
科學關於新陳代謝的概念，是有機生命得以區別於無機生命的標誌。對優納斯
而言，新陳代謝意味著一種實存的自主能力，使有機生命區別於物理世界其他
部分。因此，我們可以說，對優納斯而言，有機體生命的主體性、自由就表現
在新陳代謝的作用上，認為自然機體具有新陳代謝及演化的能力，提出自然界
的生命皆有其主體性及因果關係，往著自然內在的目的「善自身」而努力。由
此可見，優納斯對其生命哲學中「主體性」概念的理解，乃界定在生命體本身
與生俱來，實現其存在自身的驅動力，而實現生命內在目的的「自由」則為了
要區辨於機械性、缺乏目的之進化論 (林淑芬，2007；Jonas, 1984, 2001)。透過
理解人類與非人類生命所共有的各個存有層面，新的宇宙和諧遠景出現，在優
納斯的自然哲學中，人與自然、人與其他生物不再是二元對立，因為人類實存
的不確定性使其清楚地認識到，我們不可還原的存在和其他生物有著絕對的親
近性(Wolin, 2001)。由此可知，優納斯的責任倫理受到懷海德機體哲學的影響。
三、康德的義務倫理學
康德是第一個將「義務」(duty)這個概念當成道德核心概念的哲學家，他主
張不論在世界之內或之外，只有一樣東西可以得到是「無條件的善」 (good
without qualification)，那就是「善意志」(good will)，即依照道德要求去選擇行
為的意識傾向。為了闡釋善意志和義務之間的關係，康德提出道德的三個命題
（林火旺，1999；Kant, 1964）
。首先，康德認為有道德價值的行為必須是因義務
而為。其次，康德認為一個因責任而為之行為，其道德價值不在於由此行為所
達成之目的，而在於決定此行為的準則(maxim)。康德認為如果道德法則是「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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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令式21」(hypothetical imperative)，那麼道德法則的約束力就不具普遍性，所以
道德法則不是假言令式，而是「無上命令」(categorical imperative）。道德的第
三個命題，康德認為義務是尊敬法則的必然行為。康德認為一個人知道自己的
義務的要求為何，和感受到對這個義務的尊敬是相同的，因此法則決定意志時
不需要預設任何情感。所以如果尊敬法則等於意識到法則，那麼因法則而行就
等於因尊敬法則而行。
優納斯同意康德道德法則不是假言令式，而是無上命令的看法。他認為道
德法則若是假言令式，人們關注的則是手段而不是目的本身，人們首先設定一
個目標對自己是有價值的，然後就關心達成目標的手段而不去問目標是否合
理。在這種情況下，凡是有助於實現目標的手段就是應當的，優納斯認為那只
不過是一種意志的偽裝、自我強加的(self-imposed)、想像的應然，只是一種為使
目標實現的誘餌罷了。在這種情況下，價值或善並沒有命令的權力，就只有因
果的力量。所以，優納斯主張我們不能從主觀的價值－「值得我去努力」的標
準來分辨「值得」或「不值得」的目的，而是從「真正值得努力」(truly worth the
effort)的對象－「善自身」(good-in-itself)，來使之成為應然的根源，因為「善自
身」不需得到我們的肯定，也不受任何欲望、直覺和意志的影響，就能對任何
事物下達「應該存在」的命令，藉著「應然」的力量來使善得以保存或實現，
使善成為意志的責任。他並擴大了康德的「普遍性原則」(principle of universality)
22
，提出其責任倫理的行動原則：你行為的標準是，你行為的後果要與真正人類
生活的持久性保持兼容（Act so that the effects of your action are compatible with
the permanence of genuine human life.），並以父母對孩子的「非相互性責任」
(unreciprocal responsibility)的原型，出於人類存在必然性的因果關係，從愛與犠
性的動機出發，下達對人類行動的應然 (ought)，來論述人類整體對未來世代及
21

假言令式對行為者構成一個命令和行為的要求，完全是由於行為者具有某一個主觀目的，如

果目的有所改變，理性所規定的行為也會改變。換句話說，假言令式對行為的規範是有條件的，
如果行為者要擺脫假言令式的束縛，他只要放棄決定假言令式相關的特殊目的即可。因此由於
假言令式只能約束某些具有某種特殊目的的人，所以假言令式不是道德法則，它不能規定我們
的道德義務（林火旺，1999）。
22

只依據那些你可以同時願意它成為普遍法則的準則行動 (Act only on that maxim through

which you can at the same time will that it should become a universal law.)( Kant, 1964: 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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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萬物的責任與義務。由此可見，優納斯的責任倫理受到康德義務倫理學深
遠的影響。

肆、優納斯責任倫理的主要內涵
根據筆者對優納斯責任倫理學的分析，其主要內涵有下列幾項：
一、自然存有論
優納斯主張目的是具有普遍性的：人造工具（如槌子及法院）存在的目的
是創造者的意圖；自然的工具（如腳及消化器官）雖然沒有自主性的意識，但
和人造的工具一樣，在最初存在時就已經被賦予其存在目的，即為了實現有機
生命主體性的目的。工具本身雖然沒有意識，却是有機體主體性目的展現的場
所。而整個大自然這個有機體，就是一個具有主體性目的的總主體，不管其中
實體存在的目的是人所賦予的，或各個有機體本身為了活下去的目的，我們可
以說，自然界萬物皆有其存在的目的，生命正是自然主要目的展現的所在，而
大自然的目的是透過各個存有者表現出來，並且每個組成的部分對其整體存在
的目的都這麼適合，各別部分都是為著整體存在的目的而被創造出來的，絶不
是意外產生的。雖然實體原始的使用目的是會改變的，無法單單從實體的外觀
去判別它存在的目的，因為在它表面的目的之下，可能另外隱藏了無形的、抽
象的概念，這些抽象的概念必須先被了解，才能決定該實體的存在的意義及用
途，而且這些概念必須表現在越具體、生動、豐富的工具上，才能讓人辨識出
實體存在的真正目的(Jonas, 1984)。
為了建立倫理學，優納斯從自然整體的概念來考量，認為「目的」的地位
是超越主體性的範疇。主體性可能以「沒有主體的主體性」這樣的形式出現，
而自然就是代表著所有非人的、非個體性的總主體。優納斯將自然主體性目的
的展現用冰山做譬喻。他認為主體性就某方面而言，不過是自然現象顯露在外
的表象而已，如同冰山一角，而自然如同是一大塊的冰山，為沈默的內在代言
著。因為主體性展示的是有效的目的，而沈默的內在僅能藉著主體性找到發表
自己的語言，如同果實展現著植物的成果一樣。這好比消化器官無意識的、非
自主性的為整個活著的身體運作一樣，有機體內的每個器官都有其存在的目
的。整個器官的功能結合起來就是為了維持整個有機體的生命，藉著器官的功
能去實現有機體存在的目的，生命本身就是這活體的終極的目的。自然界產生
生命，這表明它至少有一個確定的目的－生命自身(life itself) ，即使一開始只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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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意外的生命，這也夠了，因為目的是超越所有意識、人類及動物，進入物質
的世界，作為物質界的內在原則之一。假如「目的性存有」(purposive being) 是
所有目的的目的，那麼生命正是使這個目的開花結果的一種最顯著的形式。因
此，藉著生命的力量，我們可以說：目的是自然天生固有的。我們還可以這麼
說：生命正是自然主要目的展現的所在(Jonas, 1984)。
優納斯以某物的存在為例，認為我們首先感受到的是其內在的目的，然後
才是其價值。在自然界中，存有與非存有最大的區別在於－目的的最大化
(maximization of purposiveness)，即目的愈是多樣化，它們之間的差別就愈大；
其目的愈是被強調，則存有愈有正當性，存有愈值得為自己而努力。有機生命
以存在的失敗與滅亡為代價，而這些代價的付出是有必要性的，因為每個目的
實現的代價是犠牲了其他目的的實現，物種的多樣化本身就代表了一種抉擇，
姑且不論它們的出現是否是最好的，但至少可以肯定的是，能夠保存下來總比
毀滅或消耗殆盡的選擇來的好。因為就目的而言，在世的事實性(reality)及有效
性(efficacy)，顯示出存有是絶對優於非存有：存有開顯了自己，並用來對抗虛無；
存有絶不會對自己漠不關心，而是會對生命予以肯定的回答 (Jonas, 1984)。
大自然利用生物朝本身的目的去奮鬥的方式彰顯了她本身的利益，從這點
來看，大自然具有主體性的目的逐漸變成個別執行者的目的。換句話說，每一
個存有者的感覺與奮鬥並非只是大自然的一項目的而已，而是存有者本身的目
的，即「目的自身」(end-in-itself)。可以確定的是，存有的自我肯定就是生命向
死亡對抗的有力表現；生命的存有直率地面對著非存有，在構成存有的需求中，
新陳代謝的需求在面對各種生命的威脅時是可能被拒絕的，使存有可能變成非
存有。生命存有的模式是透過「做」(doing)來保存，對非存有說「不」是所有奮
鬥的生命對存有積極關注的表現。生命之所以如此表現，是因為非存有也包含
在其選擇當中，也就是死亡。在一個生命中，我們看到如此矛盾的組合，生命
是朝向死亡的，而且無時無刻不如此；但生命本身又藉著自我保存的行動來使
自己無休止地延遲死亡的來臨。在這生與死搭檔出現中，存有的自我肯定變成
個別存有者努力的目標(Jonas, 1984)。
優納斯進一步闡述了大自然的傾向，就是她要使每一種存在都是有目的的
存在，可以想像，生命如果沒有了目的，就沒有實現目的的必要，當然就沒有
價值可言，同樣也沒有存在的動力。可以說生命的存有本身就是一個目的，就
是一種價值，甚至是最高價值。追問生命又發現，生命內部就包含著它否定的
一面—非存有，生命是處於存有與非存有的鬥爭中向前發展的，它本身是存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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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非存有的對抗，生和死構成了生命體不可分割的內在的本質。存有進行自我
肯定，在生命之中它與死亡抗爭，生命選擇了存有，才具有擁有目的的能力，
進而產生目的，才能與非存有有所區別，從而產生價值，這是在生命身上最淋
漓盡致地體現。優納斯證明了大自然是個目的性的存在，由於大自然具備擁有
目的的能力，所以大自然是一種「善自身」。他所說的「善自身」正是事物的
客觀價值，是指事物本身就存在的價值，是一種目的性存有，其實就是生機勃
勃的自然本身。由此也可以看出，一切擁有目的的生命體都具有善自身，因而
也都具有客觀的價值。善自身本身就是目的，它比任何無目的性的存有具有絕
對的優越性。善自身的目的在存有中是與生俱來的，不需要透過任何實際追求
的目的來獲得我們對它的肯定，它都應該存在，這使得大自然具有客觀價值，
正是這客觀價值向我們發出了應該的要求。那麼大自然是如何發出這種呼喚的
呢？是透過存有。而存有是如何下達「應該」的命令呢？首先在大自然善自身
的目的中，存有對自己進行根本的肯定，與非存有相比，存有置於絕對優越的
地位；在每個目的中，存有都為自己辯護，反對著虛無；存有決不對自己漠不
關心，這個事實使得它與非存有的差異成為所有價值中的根本價值，這是一個
普遍的「實然」(Jonas, 1984)。優納斯以自然存有論(natural ontology)做為其責任
倫理學的奠基，以「善自身」形成存有的基礎，作為連繫著實然與應然之間的
橋樑，客觀價值透過存有表現出來，因而發出了「應然」的呼喚。
二、非相互性責任理論
優納斯提到在「培根式計畫」(Baconian program)的主導下，西方工業社會
利潤動機所操控的自由經濟體，是推向致命危險的動力，使人類追求科技進步
的力量達到巔峰，卻無力去阻止持續進行的、可預見的自我毀滅的進程。「培根
式的理想」(Baconian ideal)透過科技引發了災難的威脅，主要來自於經濟上與生
物上兩方面的成功：資本主義造成經濟上的成功，產出的提升伴隨而來的是人
類工時的減少及消費的增加。因此，在整個自然環境中，社會體新陳代謝的速
度也加快，同時也面臨有限資源耗竭的危險。再者，伴隨著科技文明使人類健
康受益，這種生物上的成功，使人口爆增的結果不僅對生態新陳代謝的平衡產
生衝擊，而且增加的速度無法自主地減緩下來。生物上的成功又抵消了經濟上
的成長，從短暫的富裕逐步變成漫長的貧困，而且還帶來戰爭、瘟疫等巨大的
災難，威脅著人類與自然。因優納斯堅信現代性將個人自由與追求科技進步結
合，才造成今日自然被破壞的實況，假如能把人類的理想託付給一種廣為傳播
的正確意識(true consciousness)，能夠喚起大眾對公共事務的理想，並且能夠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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望能夠建構出自發性的為其下一代子孫及其他國家同時代的人過著克己節制的
生活，並且在道德上與實踐上更令人嚮往的社會，這當然更好(Jonas, 1984 )。
然而，為什麼看護存有是人類的責任呢？優納斯認為任何生命體都有力
量，做為具有目的性因果力(causal force)的力量在動物身上可明顯展現出來，如
老虎及大象的力量就比白蟻或病菌大。雖然動物力量的運用是受到目的左右
的，但它是盲目的、沒有自由的，一旦遇到大自然盲目的、不具選擇性的力量，
為實現其「善自身」的目的時，為保持生態的平衡，個別的力量就會受到限制。
我們可以這麼說，大自然的目的是受到良好且嚴格的管理，也就是「存有」自
發性實現其自身的本質性任務。只有在人類身上，力量透過知識及任意的意欲
被釋放出來時，才會反噬人類自己，成為自己的致命傷；原本個人能力是個人
的命運，却逐漸變成一般人的命運。因此，當人類獨自一個人時，其存有在意
欲之外，良知喚起了應然，以作為自我約束的力量；當人類的各種目的透過「自
由」藉著力量把他們實現出來，將自我毀滅帶到最高點時，此時「此有」本身
成為責任的首要對象，「義務」也就下達了第一道命令：不要利用大自然去破壞
大自然已做好的一切。
「此有」本身成為在每個力量之下「目的自身」(end-in-self)
的管理者。換句話說，人類是大自然目的性的「勞動」(labor)進化過程中最高級
的產出結果，從知識獲得的力量使人類已經不再是大自然自發性的執行者，而
是大自然的毀滅者。因此，優納斯從本體論「在世原因」中，指出人類是曾經
存在的，即使最初是大自然盲目的機率下所發生的，因此不管是基於以前的紀
錄或其延續的可能性，確保人類存在是集體的、甚至是個人責任的對象。所以，
他提出責任倫理學對人類所下的第一道命令是：確保未來人類的存在；第二道
命令：確保未來人類生活品質的責任。因此，優納斯拓展了時間和空間兩個面
向，指出「存有」是人類乃至整個大自然的普遍和根本的目的，賦予人類在自
然整體中特殊的角色，以父母對小孩這種與生俱來的自然的、
「非相互性的責任」
做為責任原理的典範，因為從嬰孩對父母的依賴性來看，每個人對易受傷的、
處在危險的對象，基於情感上的認同，都會想去照顧他。對父母責任而言，父
母對自己生育（生產）的成果負責，責任的根源是直接的因果關係，是最受自
然力所支配的、無條件的自然責任(Jonas, 1984)。
優納斯以「非相互性的責任」做為責任原理的典範，指出人類對自然萬物
及後世的責任是必須具備整體性(totality)、連續性(continuity)、未來性(future)，
來論述人類整體對未來世代及自然萬物的責任。從人類責任的整體性來看，孩
子是基於因果關係而成為責任的對象，從肉體的出現到受教育各方面的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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舉凡技能、品行、人格、知識等，都必須在他們的成長過程中給予引導與刺激，
以成就人的社會化。而整體性的責任必須在歷史性中進行，將其責任的對象包
涵在其歷史中。每一位教育者都了解到，小孩有其個人的歷史，打從一出生到
進入社會生活，都離不開集體性傳統的溝通，也因此責任連續性的視野擴展到
歷史的世界，一代傳給下一代；未來將在此刻佔領著我們，也透過時間的連續
性，認同感才能在集體責任中被保存著。就責任對象而言，兒童受教育是種社
會化的過程，例如社會規範的傳遞，將個體變成社會群體的一份子，亦即個人
將自己向社會開放，到個人存有的完成。然後這些在後來成為國家和社會的責
任。這種「非相互性責任」的關係是對現在、將來、甚至過去與所有人的手足
關係的聯繫與情感上的認同，基於生命的因果關係是人類所關切的對象，如同
預備生命來臨時完整的責任一樣，在未來這個責任也不能被取消，這是需要愛
及繼承從祖先而來的公共財及延續到未來的力量，才能承擔起來的連續性責任
(Jonas, 1984)。所以優納斯「遠慮的倫理」是從現在的人對已經存在的自然和未
來的生命的責任出發，堅持人類的生存繫於我們對地球及其未來關懷的努力程
度。他有系統的敘述一種獨特的道德原則：你行為的準則是，你行為的後果要
與真正人類生活的持久性保持兼容。換言之，即不要為了人類在地球上不確定
的延續而破壞了現狀。
三、責任倫理實踐方法理論
優納斯認為，由於科技對世界的改變具有累積性的自我繁殖的力量，而這
樣的累積性開始消耗整個基礎，已到了非常狀況，使得現代人所做任何行為的
抉擇，對現存的主體及以後的主體都產生莫大的影響，所以他提出我們需要一
種假設性預言的科學知識，預見科技發展的長期效應，並採取「恐懼啟發法」，
引導我們在情感上的預備狀態，能夠對人類及地球未來的可能結果做預測，藉
長期的推論去做判斷，而能對當今的活動產生影響。優納斯所謂的知識還包括
能規範人類行動的倫理道德知識，因為現代科學知識的力量，已逐漸侵蝕道德
規來源的基礎；對道德規範的看法總是遭到貪婪與恐懼的大聲嚷嚷，所以倫理
是因人類行動而必須存在的。而採用「恐懼啟發法」的理由是，優納斯認為人
類對於與我無關的預言災難，相較於目前發生在我身上的立即性的危險和威
脅，顯得較無關痛癢。因此，對恐懼的反應必須是激烈的，像對死於非命的恐
懼才是道德的起始點；極端的恐懼才能引起內在自發性自我保護的反應。對未
來人類想像中的命運，若從愛的角度來談，對我們的影響不如恐懼來得那麼大，
而這種恐懼並非病態的，而是一種深思熟慮的謹慎態度，發展出對人類對揣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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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命運的恐懼，在希望與恐懼之中，期待什麼該提倡，什麼該避免(Jonas, 1984 )。

伍、優納斯責任倫理學的綜合評價
根據個人對優納斯相關文獻的分析，其責任倫理具有下列幾項優點：
一、優納斯在責任倫理學中拓展了時間和空間兩個面向，要我們對遙遠後
代負責及自然萬物負責，他提出預言性的科學知識引入責任的面向，採取恐懼
的啟發法做為實踐責任倫理的方法，以「非相互性的責任」來表述一種完整的
責任，這意味著一種不對稱的付出與犧牲，即現在的世代對未來世代的犧牲(方
秋明，2004；林淑芬，2007)，這也正是優納斯倫理學的新穎之處。
二、在維持對人類中心主義倫理學批判的同時，優納斯卻是非生物平等主
義者（biospheric egalitarianism），這也是他的環境倫理學區辨於其他流行的生
態基礎主義（eco-fundamentalism）之所在(林淑芬，2007)。優納斯將人與動物在
認知和情感特質上的差別，也暗示了道德地位的尺度。只有在這量尺上排在高
位的有機體，能夠瞭解、遵循道德原則，並能經驗道德情感，如人類，具有道
德上的權利與義務。富有道德職責的存有者，可能有義務保護缺乏權利或責任
的物種或是促進他們的福利，而推衍出人類有責任保護自然界中其他物種的權
利。
三、優納斯批判了自笛卡兒(René Descartes, 1596-1650)以來把主體性僅僅理
解為理性，認為只有人才是理性動物，只有人才有主體性的觀點。基於自然也
是一個具目的的機體，人作為「存有的看護者」，不再將自然視為工具或手段，
以技術的眼光視自然為隨時等待被使用的儲備物，而是從自然整體的概念來考
量，認為目的的地位是超越主體性的範疇，自然是一個有機的、整體的宇宙，
在其中所有的存在都有其目的、意圖與感知，且彼此互相依存。
當然，優納斯責任倫理學也存在著下列幾個問題：
一、林淑芬(2007)認為優納斯以「非相互性的責任」作為責任的原型，透顯
出一種不對稱的世代間關係，難使其跨越家庭的領域，若非訴諸宗教誡命或神
聖體會，將顯得更難以普遍化，而這也是優納斯將價值建立在事實基礎之上所
面對的難題；其次，雖然他賦予人類「責任」的概念，謂責任乃基於「存在」
而加諸於人，但卻將負責任行為的「動機」歸於對實然處境中惡之現實性的體
會，即對傷害與威脅的預期，致使被恐懼所啟發而有，此「責任」概念被批評
為僅訴諸道德情緒或情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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ԲΕᚌཎ༼נ࿇୶נቃߢࢤऱवᢝ౨᎔ՂઝֲݾᄅִฆऱᆬޡΔ
ຍࠡڶኔ۩ՂܺᣄհΔݺଚႛ౨ຘመઝᖂװኙཚܛല࿇سऱࠃװංᓵΙ
९ཚۖߢΔݺࠌܛଚࠌش၌్ሽᆰΔലࢬڶषᄎࢤ֗سढࢤऱైڂΔڕԳᣊᣄ
ᇞᤩऱءᔆ٨ԵૠጩەၦΔՈྤऄࣚ܌ኙ९ཚऱංᓵΖຍᇙऱլᒔࡳࢤࠐ۞
ֱ࣍ࠟ૿Ζรԫጟլᒔࡳࢤਢ᥆࣍वᢝֱ૿ऱΚݺଚլױ౨ቃवઔߒऱ৵
࣠Ζრᆠऱઔߒ࣠ΔൄൄࠠڶլױቃཚऱઝݾრොΖࠏڕΔფڂཎࡖ(Albert
Einstein, 1879-1955)ઝᖂ୮ױ౨ࠀآቃཚࠩהଚ ڇ20 ધॣཚኙၦᓵऱ
ઔߒΔ່৵ᖄીᐘऱ࿇୶ΖรԲጟլᒔࡳࢤਢ᥆࣍ሐᐚࢨਙएࢤऱΚࠌܛ
אױቃཚઔߒऱ৵࣠ΔԳଚՈױ౨ኙຍࠄ৵࣠ऱषᄎᏝଖრߠլԫΖࠡהઝݾ
Ղ࿇୶ขسሐᐚፖਙएञᓵऱࠏΔץਔு౨Ε೯ཬढऱᙊႚՠ࿓ΕጻᎾጻሁ
Ոຟ૿ᜯٵᑌሐᐚՂࠟᣄऱംᠲΖਚᚌཎຂٚऱ۩೯ঞឈࡳڇۯઝݾ
ழזᄅऱྤՂࡎחΔ܀ຍլਢԫය㽅ኙࢤऱঞΔࠡٵڕ،ሐᐚԫᑌႛࠠ
قᤞڶऱய࣠Δൎᓳԫ֊אױࠩऱࠃΔࠀॺຟؘႊאףኔΔڂՕ۞ྥऱ
ഗ៕ਢլᒔࡳऱΖ
ԿΕኙ߀ᣄऱუቝ֧ۖ࿇ቃߠઝݾ࿇୶ऱ९ཚயᚨܺࠡڶᣄհΖ່ࣔ᧩
ऱࠏ༉ਢ٤ᄊ֏Ζ٤ᄊ֏ؘႊᆖᖵԫઌᅝ९ऱழၴΔװೈጟጟեឫಛ
ᇆΔթ౨֒݁ؓڣޢנ 0.01 ৫ऱؓ݁ଖΖຍጟᆖ᧭אױᎅࣔչᏖԳଚৰ
ᣄࣹრڇإ࿇سऱംᠲΔ༉ቝᇙऱॹဢΔࠩګ᧢ֽܐआֽΔ࿇્ᙰլ
ኙΔழբඡ (Diamond, 2005)Ζࢬאᚌཎ༼נψஎ᥈ඔ࿇ऄωսᏁٛᘸᐖՕ
ᆢฒኙԳଚळॾؾᘸݾऱᡖጊΔթ౨֗ழַࠫ߀ᣄऱ࿇سΖ

ຬΕኙࡎسඒߛऱ㴕قʳ
ᖕଡԳኙᚌཎઌᣂ֮ऱ։࣫Δࠡᖂᎅኙࡎسඒߛֱ૿ڶՀ٨༓ႈૹ
ඔقΚ
ԫΕʳ ᕿԺ୶ڇژࡎسऱؾऱ
ᚌཎᎁޢଡ໌ທࠐנऱኔ᧯ઃڇژࠡڶऱؾऱΔឈྥؾऱߪءլԫ
ࡳਢࣔ᧩ऱΔࠏڕዕڇژऱؾऱਢԱ⛚ؚΔऄೃਢԱച۩إᆠۖڇژΔ
຺ᖚᖫࣤਢԱᗰൃΔ֏ߓอڇژऱؾऱਢԱ֏ଇढΔࠌڶᖲ᧯ऱژ
ڶޓ壄壀ΔԳߨሁਢԱࣂሒਬଡֱچΔൕאՂຍࠄࠏࠐΔᚌཎਐנኔ
᧯ڇژऱؾऱឈྥਢ໌ທृऱᨠრቹࢬऱΔ܀ኙլٵऱढ᧯ۖߢΔڇژऱ
ؾऱ༉ਢהଚऱءᔆ (Jonas, 1984Κ51-56)ΖԳፖՠࠠլٵհΔྥ۞࣍ڇऱ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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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ΰᆬ֗ტࡴαፖԳທऱՠࠠΰዕαࠟृઃࢤ᧯ΔຟਢբቃໂړΔ
ထ᧯ᙟ֨ࢬشࠌچΔਢԳᣊؾࢤ᧯ऱ୶ऱࢬۖբΖۖԳፖ೯ढ
լٵհΔઌለ࣍Գᣊ۩խ౨ኙቃუؾᑑऱ༳൳Δ೯ढ۩ኙრݳԺऱሎش
֗ቃྒྷΔױ౨ႛַ່࣍२ऱؾᑑΔޢطԫଡؾऱ֧ᖄထՀԫଡؾऱΔऴࠩሒګ
ᖞ᧯೯܂ऱؾऱַΖڶᆬऱԳߨࡳެװط۞ڶ೯ࢨլߨ೯Ιૉߨ೯Δঞ۞ڶ
װࡳެطୌᇙΙຍլਢ٠ڶᆬ֗ᆬߨڶ೯ऱ౨Ժ༉ױࠩऱࠃΔૹរ࣍ڇΔԳ
ਢط۞ڶრݳऱΔԳڕ۶ࠌشΔຍਢהऱრݳԺ౨ެࡳऱΔۖլਢطᕴࡴެ
ࡳऱΖᚌཎਐנԳᣊਢՕ۞ྥؾऱࢤऱၞ֏መ࿓խ్່ऱขנ࣠(Jonas,
1984Κ82 )Δ۞طრݳΕࡉࢤ᧯౨ԺऱٽΔࠌԳֺದࠡڶྥ۞הᖲ᧯ޓ౨
ജኙቃუؾᑑऱ༳൳Δװ൶ڇژࡎسऱؾऱΖࢬאΔഗ࣍ڼڕऱ֚ᓿฆᆊΔ
ԳױൕسנΕ՛ᖂΕխᖂΕՕᖂ۟࣍षᄎΔլឰچᖂΔګא༉۞ա٤ऱ
ԳΖڇषᄎسխΔ৸ڕە۶ࠌଡԳᑨ౨լឰऱၲ࿇Δڕ۶ല۞աૻڶऱس
ࡎאױ࿇୶ࡎسૻྤګऱױ౨Δࠌ۞ա౨ݙ٤چ࿇୶ଡԳऱ౨ԺΔࡎسૻڶڇ
ऱޢԫଡၸࢨመ࿓խΔຟ౨ڶᔞࢤऱ࿇୶Ζ
ۖࡎسհࢬאࡎسΔ༉ਢ،౨ڶ࿇୶ऱᖲᄎΔ༉ጣጐࢬ౨ऱ࿇୶Ζ
ᚌཎਐྥ۞נขࡎسسΔຍ।ࣔ،۟֟ڶԫଡᒔࡳऱؾऱЁߪ۞ࡎسΔܛ
ࠌԫၲࡨਢଡრ؆ऱࡎسΔຍՈജԱΖڕψؾऱࢤڶژωਢࢬؾڶऱऱؾ
ऱΔ߷Ꮦإࡎسਢࠌຍଡؾऱၲक़࣠ऱԫጟ່᧩ထऱڤݮΖڶژऱᑓڤਢຘ
መψω(doing)ࠐঅژΔኙॺڶژᎅψլωਢࢬڶᕿऱࡎسኙڶژᗨᄕᣂࣹऱ
। (Jonas, 1984)Ζຍٱאױᢞ࣍Օ۞ྥխࢬࡎسڶΔೈॺ࠹ࠩૻࠫΔլྥΔה
ଚലྤૻچ࿇୶Ζ۞ྥڶᖲ᧯խΔ՛۟լߠऱఐΔࢨࡎسᑉڕ⡌⳪ऱ
سढΔլጥࠡࡎس९Δྤլݦඨࠡࡎس౨ቝܛലጳ࣋ऱक़ںΔᕿԺ୶נ
ࠡࡎسऱࢤ᧯Ζۖຍࠄࢼွऱࡎسွؘႊ।ყࠠ᧯Εس೯Ε᠆༄Δܛ
փܶؾऱऱ؆ݮڶڇ೯ყڍΔყ౨ᨃԳᙃᢝڇژࡎسנऱటؾإऱΖڼڂΔ
ࡎس༉ࠡփڇऱ࿇୶ΔڂڽՋՈࠡڇܶץᙇᖗᅝխΔࢬڶژࡎسאऱᑓڤਢ
ຘመψωࠐঅژΔࠡޣ౨ડధٺጟૻࠫ࿇୶ऱᎽᡶΔ၌။؆ڇऱ֮֏ࠫ৫
֗࠹ૻऱ৸ەᖂփ୲Δڶژޣאऱྤૻ࿇୶Ζ
߷ᏖԳڶژࡎسऱᑓڤਢڕ۶ຘመψωࠐࠌૻྤڶژऱ࿇୶ࡋΛᚌཎ
ᎁྥ۞ڇխΔڶᖲڇژאࡎسऱ؈ඓፖᄰՋזᏝΔۖຍࠄזᏝऱנבਢ
ؘڶࢤऱΔڂޢଡؾऱኔऱזᏝਢ䵛੪ԱࠡؾהऱऱኔΔढጟऱڍᑌ
֏ߪء༉ז।ԱԫጟހᖗΔࡤլᓵ،ଚऱנਢܡਢ່ړऱΔ्אױ֟۟܀
ࡳऱਢΔ౨ജঅژՀࠐ᜔ֺᄤᄰࢨጐऱᙇᖗࠐऱړΖڼڂΔڶژፖॺ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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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ڶՕऱܑ࣍ڇЁؾऱऱ່Օ֏Δؾܛऱყਢڍᑌ֏Δ،ଚհၴऱܑ༉ყ
ՕΙࠡؾऱყਢൎᓳΔঞڶژყإڶᅝࢤΔڶژყଖ۞աۖܘԺ(Jonas,
1984Κ81)Ζല٤᧯ڶᖲࡎس༴૪ࠠڶփؾڇऱፖრᆠኙݺଚڶ۶რᆠࡋΛᚌ
ཎᎁΔᙟထࡎسऱנΔڇژፖլڇژհၴऱڇژᆠܑ༉᧢ڶრᆠ
ದࠐΚة࣍طՆࢤࡳܡࠩ࠹چছནऱౡΔؘࡎسႊቄൎچፂᢀࠡ۞ߪऱڇژΔ
ڼΔؘࠡႊආ࠷ԫߓ٨۞ݺঅژऱ۩೯ΔࡎسऱᏣء༉࣍ڇژፖլڇژհၴΔ
אԫጟլࡎسॺ࣍ٵऱֱڤΔ໌ٻທڇژऱؾऱছၞ(ࣥිख़Δ2007)Ζݺڼڂଚ
ᚨᅝ᧯ᄎࠩࡎسऱڶژਢ۴ᙟထॺڶژΔݺۖڂଚࠥޢ༽ނ٠ອΕ۞ެݺឰ
ࠀ۩೯Δ۞ڶաթ౨װᤂ۞աऱࠐآፖࡎሎΔՈ൫۞ڶա౨װኔΔຍݙ
٤ਢլ୲ཙۖזਢࠥլ୲ᒷऱΔࠀലࡎسऱ壄壀რᆠط៶ױߢΕࠫ৫Ε֮
֏ΕࡲඒΕᢌΕ৬ᗰԫ֊Գᣊ೯֗ࠡขढ᧯ࡎسऱრᆠΔࠀڇլឰב
נኔᔌऱመ࿓խ൶ፖኔؾࡎسऱΔאຍጟ۩೯ऱኪ৫سװΔܛव۩ܛΔ
Ꮶ֗ᐌ֗Δࡎسլᓵ९۞ྥཋ࿇٠ߝΖ
ԲΕኙݼઝݾኙࡎسऱ୬ࠫ
ႚอՂኙᏝଖᄭञᓵऱྡྷរΔਢಾኙᏝଖਢᨠࢨড়ᨠऱംᠲΖൕ
ய墿ᓵऱᨠរΔլᓵലψω۶ᇞᤩΔݺଚຟشױψய墿ω(utility)ຍଡဲ
ࠐזཙΔۖലࢬڶڶᏝଖऱࣟ۫ຟጠࠠڶψإய墿ω
Δ༞ऱࣟ۫ጠψய墿ω
Ζ
ࡎسऱᏝଖૉאψଡ᧯ऱۚߪᏝଖࢨسขԺ౨ഏ୮षᄎࢬࠐऱขנய墿ω
ࠐᘝၦΔய墿ᓵऱ១֏ᄎທګᣤૹऱംᠲΔԫࠄݺଚຏൄီլሐᐚ۟ߵ༞
ऱࠫ৫ΔᤝڕጟගࣴီΕ؉ជࠫ৫ΔڍᑇԳࢬࠩࠆ࠹Δ၌መ֟ᑇԳࢬ
ࢭ࠹ऱމᗣΔঞ֟ᑇྤၙृࢬ࠹ࠩऱᡕፆࢨլֆؓऱৱሖΔڇய墿ᆠՀאױ
ᢞ(ګRawls, 1971)ΖאഗءԳᦞΰfundamental human rightαऱᄗ࢚ࠏΔԳᦞ
ᄗ࢚ءਢഗ࣍ޢଡԳऱ୶ۖڇژࡎسၲृΔԳऱ۞ࡎسؾऱۖլ౨ՠ
ࠠ֏ΔޢଡԳऱڇژࡎسຟਢݺ۞הኔࠀၲ໌ભړԳسऱছ༼ፖഗ៕Δਢא
ᦞژسਢ່ഗءऱᦞܓΖྥۖΔڇᅝזऱᇞዌଅᑪխΔڶᦞژسດዬ۞ᦞ
࠷זऱႨΖԳאױᙇᖗسΔՈאױᙇᖗڽΖڇᅝছࡎسᖂΰbioethicsαऱ
ಘᓵխΔञᤜྡྷរႃխڇψۯωΰpersonαᄗ࢚ՂΖࢬᘯψۯωਐऱਢψᖑ
ڶࢤऱଡ᧯ωΰindividual substance of rational natureαΖԳؘႊ٣ਢࢤଡ᧯Δ
թਢۯԳΰhuman personα
ΔՈթᓫऱՂഗܓᦞءΖڼԫم࣠ڕנΔ߷ᏖΔ
ഗءԳᦞΰhuman rightsαຍଡᄗ࢚ലଈ٣ෟޮΔࠀټإഗۯءᦞΰperson
rightsα
Ζࠡᐙࢬ֗ਢॺൄऱΔլႛئڇᆮխऱ઼ࠝΔ༉ຑᄅࠝؔسΕཕᎽΕ
ཬढԳΕأཚࣖಮृຟലڂլࠠࢤ౨ԺۖլࢭᎁۯԳΔڼڂլࠠ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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הࠡࢨܓᦞژسഗܓᦞءΔۖڽڶՋᆠ೭ΰobligation to dieαΖຍൣۖ᧯ࠠݮ
პऱࠏঁਢ๛ᥞΖ๛ᥞ۞ൕኔਜٽऄڜᑗڽհ৵Δڜڍ塄ೃऱ۔Գଚດዬ
࿇Δॹ݇ԳՓהଚࢬञ࠷ऱψڽՋ۞طω
ΰFreiheit zum Todeαດዬᇍ᧢ψլ
٦ڶՀװऱ۞طω
ΰUnfreiheit zum Lebenα
Ζ܂ۯषᄎऱץာΔ؈ཕࢨஇཕ
ऱ۔Գຟല࿇הଚբژسڶᏝଖፖᦞܓऱۯڻԳΰ୪யཕΔ2004Κ
8-9αΖڼڂΔࡎسᏝଖਢլ౨אᨠऱய墿ᓵࠐᘝၦΖڇሐᐚՂݺଚլە
ᐞ࣠ਢړ່ܡΔۖՈەᐞຍࠄ࣠ਢشչᏖֱऄሒګΔܡঞࢬڶऱᅞݮ
ࠝࡉ߷ࠄߪૹఏ၄ᡓՕ᠔ᢐ၄ृشΔڇሐᐚՂຟᚨᇠᄰΔڂຍᑌ
֒༼אױய墿Ζ
ൕய墿ᓵऱᨠរࠐΔຍࠄኔ᧭ॿحԱ֟ᑇଡ᧯ऱᦞܓፖ༇ᣤΔথױ౨ࠌ
षᄎ፞࠹ܓڍ墿ΖྥۖᚌཎࢻᚰԱᅝזषᄎኙԳऱംᠲኳၲԳءᆠऱֱ
ऄΔۖԫ࠺១چආॺشԳऱᖲඳᆠֱऄΔᎁຍଷኆԱଡ᧯Գऱ༇ᣤΔດ
ዬࢼװຂٚ᧯ऱߪٝΔނԳڜඈڇ࿓֏ڤऱ۩ߓอհխΖၞۖኙ່נ༼ڼ
ഒެऱኪ৫Κڶᙅ༛অᥨኔ᧭᧯ऱ༇ᣤΕ۞ΕԳᦞऱঞΔթ౨ኙԳᣊ
ၞ۩ኔ᧭ΔڂԳᣊڶࠠߪءᏝଖΔլᚨᅝᅝኔ᧭ऱ۔ػቕ(Jonas, 1969)Ζ
ڇπຂٚρԫխΔᚌཎאԳᣊኙ९ኂࡎΕ۩൳ࠫΕഗڂ൳ࠫऱኔ
Ꮎ۩೯܂ࠏᢞΔ༼הנኙࠐآઝݾ࿇୶ශլ࠹ૻࠫऱᐡ֨ፖᐞ(Jonas,
1984Κ18-21)Ζࠩ༼הΚᙟထาઽسढᖂऱᄅၞ୶Δ៶ထݼาઽ֏۔ऱመ࿓Δຍ
༉ขسԱ壆ڍᄅऱംᠲΔڕΚຍኙଡԳࡉԳᣊڶչᏖᏝଖΛչᏖԳᇠ࠹墿Λ
ਢࠠڶਬࠄᔆࡉಥऱԳΛࢨࠠषᄎ᧩᎒ۯچऱԳΛࢨנದᙒऱԳΛᝫਢ
ޢଡԳΛۖ९ࡎسऱזᏝঞਢषᄎᄅຫזຒ৫ऱ྇ᒷΔ۟ᄕጤࠐΔ
ᄰԱڽՋ༉࣍ᄰԱᄅࡎسขسऱᖲᄎΔݺଚऱਢԫଡ֏۔ऱΕڶٚ
۶᧫ऱΔຍኙԳᣊᖞ᧯ۖߢਢړਢᡏΛຍਢመװႚอᖂլམەᐞ
ऱΔ܀ڇႨؘ૿ኙऱംᠲΖᚌཎᎁഗڂ൳ࠫऱؾऱਢΚԳᣊ۞ނա
ऱၞ֏༳༽۞ڇա֫ᇙΔլႛঅԳጟऱݙᖞࢤΔᝫଥޏԳጟΖຍጟ۩૰
֊ࡅᖂאףയ֊ऱፖࡉᣂࣹΔ৸ەຍࠄംᠲΚݺଚڶᇷފዝທढ
ऱߡۥႯΛᓴਢຍࠄནွऱ፹ທृΛຏመչᏖᑑᄷΕᖕչᏖवᢝࠐ፹ທΛ
ݺଚࠐآڇڶԳߪՂᇢ᧭ऱሐᐚᦞܓႯΛ
ᚌཎᎁՕ۞ྥ࣍ش܂ᆄढऱၞ֏Δਢৰڶર֨ऱΕৰᒷኬऱΔւྤ
ᑇڻऱᙑᎄ࿇سΔ٦ਗᙇړנऱዝ֏ΙྥۖΔזઝݾຍᡓՕऱٞᄐ᧯Δਝ
ڶર֨ՈլᒷኬΔءނᖞଡ۞ྥዝ֏ழࢬၞ۩ऱ՛ޡᨏΔᚘᜍګ༓ଡᡓՕ
ऱૠቤΔ࠷זԱאՕ۞ྥळؾऱΕᒷኬऱೝྥΔࠡທ࣠ڂګᣂএऱᐖ৫ף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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ຒ৫ΔեឫԱࡎسऱߓอΔլ٦ਢᙟᆄढٚრچၞ۩ዝ֏ΔאڼڕԫࠐΔױ
אԳᣊڇዝ֏ՂפګޓΕࡳ्ޓऱཚඨΖྥۖΔઌ֘ऱΔᅝᔂࣹ༼ԱΔ
ழၴᜍԱΔسढዝ֏լױᝩ܍ऱᙑᎄ౨֗ழଥإऱٵழΔຍᑌऱ۩Ո
ᖞଡ۞ྥ༼ٲᙠ࿇سऱᖲΖݺڕଚലຍጟԳࢬທګऱլኙऱᖲ
٨ԵەၦΔݺଚ༉ૹီࠡࢬࠐऱౡ࣍ࠡભړऱԫ૿ (Jonas, 1984Κ31) Ζ
נ༼הڼڂஎ᥈ඔ࿇ऄΔ༼ᙌԳᣊኙઝݾऱ࿇୶Ոەᐞࠩࠡ༞ऱԫ૿Δ༼ᙌ
Գ֎אઝݾ౨ᇞެࢬڶऱംᠲΔ࢙ီԱઝױݾ౨ࠐऱ༞࣠Δאኙݼઝݾ
ኙࡎسऱ୬ࠫΖ
ԿΕةᥛژسऱࡎس
ᓫࠩԳኙ۞աᚨದୌࠄຂٚΔൈᐚਐנᅝԳല۞աګਢᐚࢤ೯ढழΔ
Գᣊঅᥨ۞աऱ೯ढࢤኙ۞աऱଈຂٚΔࢬאٚრᄤᡏࡎسݮऱ۩Δ
ץਔ٤ຝᄤᡏࢨຝ։ᄤᡏΔ۞ڕවࢨࠌ۞ա᧢ګ႞ྲྀऱ۩Δຟਢ༞۩Ζࠡ
ڶطԿΚࠡԫΔൈᐚᎁᅝԳထऱழଢΔ۞הա༉ਢψຂٚऱ᧯ωΔᐚ۩
ߪء༉ਢؾऱΖԫଡԳ۞࣠ڕවԱΔהڇऱࡎسݮխऱψຂٚऱ᧯ω༉
ᄰԱΖԳᣊਝྥຂٚΰᐚ۩αऱ᧯Δ༉լᚨᄰ۞աΔڂᄰԳࢤխऱ
ψᐚࢤ᧯ω(Subject der Sittlichkeit)Δྤጊਢ࣍ނሐᐚൕխאףᄤᄰΖࠡ
ԲΔൕଡԳኙࠡהԳࠠڶຂٚຍଡᨠរࠐΔڂૉԫଡԳ۞වԱΔה༉ྤ
ऄᐌ۩הኙࠡהԳࢬऱຂٚΖࠏڕΔ֛ഡհၴऱຂٚΔئ׀ኙՖऱຂٚ
Δࢬ۞אවਢᙑᎄऱ۩ΖࠡԿΔൈᐚᎁ۞ව۩ਢނԳᅝ܂ٚრऱؾ
ऱৱΔຍጟ۩ਢ૾܅ԱԳࢤऱ༇ᣤΖԳૉঅ༇ᣤΔ༉অ۞ژաऱس
ࡎΖ؆ΔൈᐚՈ༼נԫࠄ۞աڶᇞऱംᠲΔڕԱඑഏࢨԱ٤Գᣊऱ
壂ઘۖሐऱ۩ਢܡ᥆࣍۞ව۩Λԫଡ߆ׅন႞ۖ൛߆ׅऱԳΔᐊՀ
ᙊΔᎅࣔࢬה൛ऱఏఐྤᢐױ᠔ΔԱᝩٲ܍୭הԳۖ۞වΔຍጟ۩ਢᙑ
ᎄႯΰ㋗ॠԳΔ1992Κ168-170αΛʳ ʳ
ᚌཎኙ۞נ༼ڼաऱऄΖהᎁኙଡԳ(individual)ۖߢΔڶژऱຂٚྤ
ऄ֭ψଡԳڶࢬڇൣउՀຟᚨᙇᖗᤉᥛڇژΔۖլਢᙇᖗڽՋωຍጟᖂ
ऱᓵΖڶڕԳਓඑࠡהԳࢨृהऱഏ୮Δۖ䵛੪۞աऱࡎسΔຍጟ۩
ਢ֭ψڶژωऱެࡳΔۖլਢ֭ψॺڶژωऱެࡳΖ؆ΔૉԱঅఎ۞
աऱ༇ᣤ࣍܍၈܅Δ৸ᑵᐞհՀΔۖආ࠷۞වऱ۩ΔຍՈਢԳᣊኙ༇ᣤ
ژऱᢞࣔΖൕאՂࠟଡࠏΔ᧩נقΚࡎسՈլਢ່ݦඨऱ࣠Δࠌܛଡ
Գڶᙇᖗ۞ݺᄤᄰऱᦞܓΔࠀ߷܀լ।ق༉ڶژࡳܡڼڂऱଈۯچΖڼڂΔ
ଡԳਢ۞װᦞڶܡවࠠڶሐᐚՂऱञᤜΔՈڇਬࠄൣउՀਢւऱΙ܀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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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ᄤᄰԳᣊژسऱٵრΔথਢྤऄቃٵრऱΔڂኙԳᣊژسຍጟྤය
ٙऱຂٚ(unconditional duty)Δਢլ୲࠹ࠩధᡏऱ (Jonas, 1984Κ46-47) Ζ
ᚌཎڇπຂٚρԫխΔ່٣ၲࡨ༼ԱԫଡംᠲΚᚨᇠڶԳᣊႯΛ
הᎁૉڃຍଡംᠲΔ߷ᏖؘႊڃࠟଡംᠲΚ(1)ྤᓵڕ۶،ຟᚨᇠਢਬ
ጟࣟ۫ႯΛ(2)ਢܡᚨᇠڶٚ۶ࣟ۫ڇژΔۖլਢψչᏖຟڶωΛᚌཎᎁΔ
ᓫࠩรԫଡംᠲΚ،ᚨᇠਢψຍଡωࢨψ߷ଡωΔൕᙇᖗऱઌኙࢤࠐΔਝྥਬ
ጟؘࣟ۫ႊਢψຍଡωԫࡳਢڂψຍଡωֺψ߷ଡωړΔࢬא،༉ᚨᇠڇژ
(ought-to-be)Ζᣂ࣍รԲଡംᠲΔᚌཎऱூਢΚ(ڇژBeing)ߪءຟਢړऱΔ
լጥਢ۶ጟψڇژωΔຟֺψॺڇژωړΔۖהଚऱհၴऱ։ਢطᏝଖࠐܒ
ࡳऱ(Jonas, 1984)Ζഗ࣍ڕਬढߪءਢࠠڶψᏝଖωࢨψωऱᇩΔ،ߪء༉
ߩᦀאထ،۞աൕψڇژऱױ౨ࢤωኔࠡψڇژऱࢤ᧯ωΔኙψڇژωऱ
്ਢڶயऱΔۖᨃψᚨᇠڇژωګଡ᧯۩೯ऱຂٚΖߪءࡎس༉ਢψ
۞ߪωऱ࣍ڇطΚࡎسփຝ༉ܶץထ،ࡳܡऱԫ૿—ॺڶژΔࡎسਢ࣍ژ
ڶፖॺڶژऱञխٻছ࿇୶ऱΔ،ߪءਢڶژፖॺڶژऱኙݼΔڽࡉسዌګ
Ա᧯ࡎسլױ։໊ऱփڇऱءᔆΖڶژၞ۩۞ࡳ्ݺΔࡎسڇհխ،ፖڽՋݼ
ञΔࡎسᙇᖗԱڶژΔթࠠڶᖑؾڶऱऱ౨ԺΔၞۖขؾسऱΔթ౨ፖॺڶژ
ࢬڶܑΔൕۖขسᏝଖΔຍਢߪࡎسڇՂ່ැዟጐી᧯چΖࢬאൕຍଡߡ
৫ࠐΔڶ࣠ڕᏝଖऱࣟ۫౨ജՀሒψᚨྥωऱࡎחΔ߷ᏖࡸڇژآऱࡎسՈ
ٵᑌڶຍᑌऱᦞܓΖ܀ψࠐآωڼڇழچڼਢլႛזڶ।Δڶޓሏᎅቸኙ
ਙࢌၞ۩ሏᎅΔྤऄၞ۩ຫൣΕႚࢨقݼᤜΔسנآऱԳਢৰྤԺऱΖؾ
ছࢬऱٚ۶ެࡳਢլᏁኙࠐآ୪ᇞᤩᆠ೭Δ܀ᅝຍࠄࠐآ୪ࣄאױ
ৼழΔݺଚຍࠄψᆞحωڰբլڇຍ㠪ԱΖ
ڇઝ֮ࣔݾլጥسขՂࢨڇధᡏऱᑨ౨ՂΔࠡԺၦઃֺאছൎՕऱழז
ᇙΔԳᣊಳޣઝݾၞޡऱԺၦբሒࠩᦙΔᖇ៶Գᣊ֨ཕऱᚌ။֗ઝ֮ࣔݾශ
ྤᆏࠫऱԺၦࠐٲ୭۞աፖՕ۞ྥΔထזઝᖂࠠॿڶฃࢤ֗ᖙ᜕ࢤऱཕ
ԺΔ૿ኙࡎسऱኪ৫լႛਢუऄۖբΔۖਢၞ۩ࠩ۩೯ऱᐋ૿Δࠡࠐऱٲ
ᙠࢤբ᧩ࠐנΖᚌཎޅေԳᣊფ৻Ꮦन༉৻Ꮦनऱኪ৫Δਢךየ∤ᕏ۞ྥ
ၞ֏ऱ۞Օፖᧀ႙Δլਢ᎘ီ۞ྥऱၞ֏Δᙟழᄷໂං۞ྥၞ֏ऱ࣠Δ
༉ਢ۞്աڶᤉࢭ۞ྥທढऱᇷΔࠐྥ۞᧢ޏऱԫ֊Δࢬޣऱႛਢ
ڕ۶壄ຏຍଡሏᚭঞۖբ(Jonas, 1984Κ32-33)ΖڼڂΔ࿇ᇾ࣍ٲᙠऱຂٚ
ᖂΔଈ٣ޣऱਢԫጟঅژፖቃऱᖂΔۖլਢၞݙࡉޡऱᖂΖᚌ
ཎ്Գᣊ۩೯ऱঞਢΚڇڶᝩ܍ᄕՕऱ߀ᣄΔࢨ྇᎘ྤऄ࠹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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ऱ࿀ેΔۖॺಳޣᄕՕࢉ壂ऱයٙՀΔթ౨কהԳ٤ຝܓ墿ऱଅᙠΔࠐಳޣՕ
ฒऱࢉ壂Ζૉઝ܂ࠡ֗ݾਢ۞࣍נՕऱݨᥨՀΔࠀॺؘ࣍נࢤΔۖהאԳ
ܓ墿ᅝګᔂࣹΔຍጟڶሐᐚტऱ۩Δਢ㽅ኙ࠹ࠩᆃַऱΖڂזઝᖂव
ᢝऱԺၦΔբດዬॿ፱ሐᐚࠐᄭऱഗ៕ΔࢬאਢڂԳᣊ۩೯ؘۖႊڇژ
ऱΔݺଚլ౨Աؾছመለړऱسۖ䵛੪ࠐآ৵זऱژسΔݺଚլႛլ౨ক
ຍᑌऱᙠΔڶޓຍᑌऱᦞܓΙઌ֘ऱΔݺଚኙࡸڇژآऱࠐآ౨ᒔঅࠡژ
ڇऱᆠ೭Ζ
ᚌཎୃᖂਮዌխऱຂٚऱᦀ೯ԺਢኙౡऱቃཚΔڂቃཚԺ
ၦᄎขسౡΔڼڂΔݺଚᏁԫጟኙױ౨ທګհ৵࣠ऱ۷ၦΔᅝᚌཎאψ܃
۩ऱᑑᄷਢΔ܃ऱ۩ऱ৵࣠ፖటإԳᣊسऱՆࢤঅଫ୲ω֗ψ܃
۩ऱᑑᄷਢΔ܃ऱ۩ऱ৵࣠լ౨ధᡏຍጟسऱױࠐآ౨ࢤωຍࠟଡ৳ח
ऱࠐڤݮ।ሒຂٚᄗ࢚ழΔࠡહ৵ࢬឆܶإਢኙ႞୭ፖౡऱቃཚ(ࣥිख़Δ
2007)ΖڼΔഗ࣍ຂٚऱᖞ᧯ࢤΕຑᥛࢤ֗ࢤࠐآΔᚌཎ༼ئ׀נኙ՛ຍ
ጟψॺઌյࢤωऱຂٚࠡᖂऱு֨փොΔהᎁԳᣊڶࠠڇژլऱΕ
இऱΕױᐒַऱࢤΔۖྤࡎسൄऱᗑᑓڤՈګᣂ֊ऱኙွΖຍጟᆖ
᧭ਢؚൕԳᣊԫسנΔئ׀ᣂ֊ޢଡԳ༉ၲࡨऱΔຍਢীऱࠢᒤΙਢ
سسऱࡎسΰࠠڶᄅຫזפ౨αΔࠡዌګਢஇऱΔ༉ਢຂٚऱড়᧯(Jonas,
1984Κ98-100)Ζࢬڇאຍᑌऱ࣠ڂᣂএऱਮዌՀΔૉڶԳᎁΚ
ψࠐآፖݺ
۶եΛ،ڶ༇ૹݺऱᦞܓႯΛωڇຂٚऱঞՀΔຍਢլױ౨༼֗ऱΖ
᜔ۖߢհΔᚌཎൕڶژᓵψڂڇω(cause in the world)խΔਐנԳᣊਢ
མᆖڇژऱΔॣ່ࠌܛਢՕ۞ྥळؾऱᖲՀࢬ࿇سऱΔഗ࣍Գᣊڇژਢࢬڶ
࣠ڂᣂএխ່ॣࡨऱڂΔڇຍᑌऱ࣠ڂᣂএऱਮዌՀΔլጥਢഗ࣍אছऱ
ધᙕࢨࠡᥛऱױ౨ࢤΔژऱԳᣊؘႊᡖထئ׀ᅃᐿߛՀԫזऱຍጟլױ
ං࠵ऱຂٚፖࠌࡎტΔലᒔঅԳᣊᤉᥛီڇژႃ᧯ऱΔ۟ਢଡԳຂٚऱኙ
ွΔࠀᒔঅψᚨᇠڇژωऱኙွړڶऱسᔆΔڂຍਢኙژԳᣊԺၦױ
ެࡳऱڶயᒤփᚨᇠऱཏሙऱޣΖ

ੀΕ
᜔ۖߢհΔᚌཎຂٚᖂऱ৸უࠐ۞௧ᐚऱڶژᓵୃᖂΕᡖ௧ᐚऱ
ᖲ᧯ୃᖂΕൈᐚᆠ೭ᓵୃᖂऱᐙΔڶژྥ۞אᓵࠡຂٚᖂऱഗΔ
ၲ୶ڶژנᓵऱᖂΔਐߪ۞ࡎسנ༉ਢڶᖲ᧯ڇژऱ່Ꮭଖፖึᄕ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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ऱΖᚌ  ཎ ຂ ٚ   ᖂ  ך א ױኔ  ࡎ سඒ ߛ ऱ փ ୲ Δ ᚥ  ݺ ܗଚ ৸ࡎس
ऱᏝଖፖڇژऱؾऱΔ༳༽ୃڇژᖂխᗨᄕऱრᆠΔ᧯ᄎࠩ۞աᄎڽΕڶࡎس
ૻΔݺۖڂଚࠥޢ༽ނ٠ອΕ۞ެݺឰࠀ۩೯ΔᕿԺ୶ڇژࡎسऱؾऱΖ
ࠡڻΔᚌཎ༼נஎ᥈ඔ࿇ऄΔ࿇୶נኙԳᣊႛਢ༻ྒྷࢤࡎሎऱஎ᥈Δ༼ᙌԳ
ᣊኙઝݾऱ࿇୶Ոەᐞࠩࠡ༞ऱԫ૿Δ༼ᙌԳ֎אઝݾ౨ᇞެࢬڶऱം
ᠲΔ࢙ီԱઝױݾ౨ࠐऱ༞࣠Δאኙݼઝݾኙࡎسऱ୬ࠫΖ່৵Δᚌཎऱ
ຂٚᖂਢঅࡉژቃऱᖂΔഗ࣍ຂٚऱᖞ᧯ࢤΕຑᥛࢤ֗ࢤࠐآΔ༼
ئ׀נኙ՛ຍጟψॺઌյࢤຂٚωࠡᖂऱு֨փොΔኔᔌةᥛژسऱ
ࡎسΖឈྥΔᚌཎຂٚऱ۩೯ঞឈࡳڇۯઝݾழזᄅऱྤՂࡎחΔ
܀ຍլਢԫය㽅ኙࢤऱঞΔࠡٵڕ،ሐᐚԫᑌႛࠠقᤞڶऱய࣠Δۖ
࿇୶נቃߢࢤઝᖂवᢝլਢٙ୲࣐ऱࠃΔኙ߀ᣄऱუቝ֧ۖ࿇ቃߠઝݾ࿇୶
ऱ९ཚயՈܺࠡڶᣄհΖ܀ਢΔᚌཎຂٚᖂࢷ୶Աழၴࡉ़ၴࠟଡ૿
ٻΔ༼נψॺઌյࢤຂٚωࠐ।૪ԫጟݙᖞऱຂٚΔݺଚኙ৵זຂ֗
۞ྥᆄढຂΔࠀނԫጟᄅऱᖂवᢝ֧Եຂٚऱ૿ٻΔຍՈإਢᚌཎ
ᖂऱᄅᗩհΔྥࠉڼڂଖݺଚီૹאף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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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quiry into the Implications of Hans Jonas’ Ethics of
Responsibility about Life Education
Maxine Cho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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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raduate student
Abstract
This article adapts the method of educational hermeneutics to discuss Hans
Jonas’ ethics of responsibility. Main research aims of this article as following: (1) to
discuss the origin of Jonas’ ethics of responsibility; (2) to analyze theoretical contents
of Jonas’ ethics of responsibility; (3) to evaluate the advantages and disadvantages of
Jonas’ ethics of responsibility; (4) to explain the important implications of Jonas’
ethics of responsibility for Taiwan’s life education. Hans Jonas is considered one of
thinkers that fight against the hegemony of technical power upon society. He gives
an ontological explanation to point out that life itself is the highest value and ultimate
end of organism. What’s more, the objective value claims of “ought” to man to take
the responsibility for its subjects. He appeals to a prospective, unreciprocal , and
categorical responsibility to protect nature and to save future generations. To realize
the new ethics, he proposes “the heuristics of fear”, which means to predict doom in
prevalence, therefore make man have consciousness of fear and inspire him to correct
his own errors so as to lessen the possible disaster. I hope through inquiry into
Jonas’ ethics of responsibility to understand advantages and disadvantages about his
theory. Then, I will offer it as reference, in order to build life education theory and
to improve life education practice for our country.

Keywords: ethics of responsibility, life education, Hans Jon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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