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婴儿尊严死的法律问题研究
———以 Charlie Gard 案为切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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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在某些重症场合,延长生命长度并非医疗决策的唯一决定因素,生命质量的
考量也已被国内外司法实践所认可。 生命质量说为婴儿尊严死提供了前提条件,也即并
非在任何情况下都必须维持重症婴儿的生命。 对于重症婴儿生命质量的判断,由于其同
时作为父母的子女和医生的患者,从家事法和医事法的双重角度,最佳利益原则都应当适
用于此情况。 但最佳利益原则具有不确定性,故必须在具体案件中考量各种相关因素。
为便于此种考量,法律应归纳列举给予医疗措施将不符合婴儿的最佳利益的具体情形,同
时法律还应建立婴儿尊严死的程序保障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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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现代医疗科技的发展,诸如人工呼吸机、插管输养、心肺复苏术等治疗方法使得很多重症
患者的生命得以延长,但遗憾的是,却没有相应地提升生命的质量和尊严。 近年来,我国已有民间
社团组织提倡尊严死的理念。① 也有政协委员提交了相关立法提案,期望让已经病到无法治疗的患
者能够平静、有尊严地走向生命终点。② 尊严死是指以现代医学而言,对于已无恢复可能且确已濒临
死亡期的病患,终止维持生命的治疗,以维护人性尊严,而让其迎向死亡。③ 我国关于尊严死的法学
研究尚处起步阶段,并且已有研究多集中于老年人尊严死的情形。 但是在比较法上婴儿尊严死也
是一个热门的研究课题。 实际上,我国现实中已经发生了多起关于婴儿尊严死的事件。 例如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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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 年发生的天津无肛女婴案中,一名患有先天性肛门锁闭、多发瘘、肾积水和心脏卵孔未闭等疾
病的女婴在天津出生,在接受了 13 天的治疗后,由于病情过于复杂严重,父亲及亲人对她放弃治疗
并将其送到临终关怀医院。① 而由于对婴儿尊严死法律问题的理解不深入,导致该事件在社会上产
生极大争议。 可见,不管从学术研究还是社会现实来看,婴儿尊严死的法律问题都应当被给予足够
关注。 在 2017 年引发全世界关注的 Charlie Gard 案②就是婴儿尊严死的典型案例。 在此案中,婴儿
Charlie Gard 患有罕见的遗传病,父母试图带他去美国接受试验性治疗,但医生提出放弃治疗并向法
院申请,最终这对父母被判败诉。 该案让世界一度揪心,英国首相特雷莎·梅等知名人士都曾发声
援助。③ 本文拟以此案为切入,进而分析婴儿尊严死的基本法律问题,希望能有利于我国应对类似
案件。
一、Charlie Gard 案的事实和审理
( 一) Charlie Gard 案的事实及英国高等法院的审理

Charlie Gard 出生于 2016 年 8 月 4 日,出生后不久即被确诊为“ 婴儿期脑肌线粒体 DNA 缺失综

合征” ,其大脑、肌肉和呼吸能力都受到严重损害,渐进性呼吸衰竭使他必须依赖呼吸机;无法移动
四肢,无法睁开眼睛;没有正常的脑活动迹象,不能反应、交流或哭泣。 他还患有先天性耳聋和严重
的癫痫病症。 Charlie Gard 的父母了解到有一种相对较轻的疾病,主要导致肌肉无力,但不影响大

脑,而此种疾病的患者可受益于“ 核苷疗法” 。 于是他们联系到一位美国的医学教授,该教授确认,
核苷疗法尚未试用于 Charlie Gard 所患的疾病,但是有“ 理论上的可能性” ,对其有益。 2017 年 1 月,
大奥蒙德街医院计划为 Charlie Gard 实施核苷疗法,由于此疗法是试验性的,因此须向伦理委员会
提出申请以授权其使用。 但就在准备申请之前,Charlie Gard 由于癫痫发作而遭受了一系列的脑损
伤。 医院告知其父母,患者病情极其严重,核苷疗法也是无效的,只会延长他的痛苦。

2017 年 2 月,大奥蒙德街医院向英国高等法院家事庭申请批准 Charlie Gard 尊严死的法院令,

称撤除人工呼吸机并对其进行临终关怀是符合其最佳利益的,因而是合法的。 患者的父母反对此
项申请。 法院听取了 Charlie Gard 的父母、多位英国医学专家、美国教授( 通过电话) 的证言,法官甚
至亲自前往医院看望了 Charlie Gard。 2017 年 4 月,高等法院判决支持医院的申请。 判决首先概述
了儿童医疗决定的法律原则:尽管承担家长责任的父母有权同意他们的孩子接受治疗,但是在法律
上,最高的控制权属于对孩子的最佳利益行使独立、客观判断的法院;在作出医疗决定时,孩子的福
祉占首要地位,应首先推定生命神圣以及延长生命的行为;法官必须从孩子的假定视角来审视问
题,“ 最佳利益” 包含了医学的、情感的和所有其他的福祉议题。 具体到本案,判决指出,所有检查过
Charlie Gard 的医生都一致认为核苷疗法将是无效的。 判决总结认为,对 Charlie Gard 实施核苷疗法
只会增加他的痛苦,现在符合他的最佳利益的唯一办法就是让他平静地离世,而不是让他经历更多

①

参见刘姝宏:《 爱心救助无肛女婴陷入尴尬》 ,载《 法制日报》2010 年 2 月 10 日,第 007 版。

③

参见王珩:《 这个连特朗普和教皇都想挽留的宝宝还是离开了》 ,载人民网网站 2017 年 7 月 29 日, http: / / m. people. cn / n4 / 2017 /

②

Gard and Others v. The United Kingdom, Application no. 39793 / 17, ECHR, 27 June 2017.

0729 / c57-9421189. 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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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痛苦。
( 二) 英国上诉法院及最高法院的审理
Charlie Gard 的父母对高等法院判决不服,提起上诉。 他们诉称,法院不能仅仅依赖“ 最佳利

益” 测试,并提出了所谓“ 重大伤害” 测试,即如果父母提出了一种可行的治疗方案,那么只有在这个
方案可能会导致孩子“ 重大伤害” 的情况下,才能推翻父母的治疗选择。 2017 年 5 月,英国上诉法院
驳回了上诉。 判决首先维护了最佳利益测试:在孩子患重病时,父母可能会失去客观性,并愿意尝
试任何手段,即使客观看来某种手段并不符合孩子的最佳利益;正如判例法不断强调的唯一的原
则,孩子的最佳利益必须占首要地位,即便在父母出于至善之动机而坚持某种其他选择的情况下,
这一原则也必须适用。 判决接着指出,即便适用所谓的重大伤害测试,也会发现把 Charlie Gard 转

移至美国实施一种未经证实的甚至未进入试验阶段的疗法,可能会使他承受持续的痛苦和不安。
判决最后认为,即使核苷疗法本身不对 Charlie Gard 产生危害,但是为实施该疗法而需要持续施加
的维持生命治疗仍不符合 Charlie Gard 的最佳利益。

Charlie Gard 的父母仍不服判决,故向英国最高法院申请上诉许可,主要理由是其父母权利受到

了干涉。 他们依然认为,只有在对孩子有重大伤害之风险时,干涉父母权利方为正当。 2017 年 6 月

8 日,最高法院驳回了申请,指出:凡涉及父母权利与孩子权利的案件,孩子的最佳利益是首要考虑;
即便采用重大伤害测试,Charlie Gard 也会因痛苦被延长而遭受重大伤害。
( 三) 欧洲人权法院的审理及 Charlie Gard 案的结局

在穷尽了国内救济途径后,Charlie Gard 的父母申诉至欧洲人权法院。 他们的核心诉求有二:一

是医院停止为 Charlie Gard 提供维持生命治疗的行为违反了《 欧洲人权公约》 第 2 条①的保护生命的
积极义务;二是内国法院的判决是依据最佳利益测试而非重大伤害测试,从而内国法院不合比例地
干涉了他们在《 欧洲人权公约》 第 8 条②上的父母权利。

关于撤除维持生命治疗是否合法的问题,欧洲人权法院根据其以往判例总结出三个合法性要

件:首先,存在符合公约第 2 条要求的内国法律规范框架,患者先前表达的意愿、与患者亲近的人以
及医务人员的意见得到了充分的考虑,在对何为最符合患者利益的决定有疑问时,存在向法院寻求
救济的可能途径。 具体到本案,欧洲人权法院首先认为英国现行规范框架是适当的。 其次,法院指
出,Charlie Gard 的父母充分参与了关于其孩子的所有决定,他们的观点被给予了足够的重视,内国
法院还细致地听取了多位国内外医学专家的意见,故第二项要件也被满足。 最后,法院指出,从内
国程序法来看,在对最佳医疗决定存疑时,司法途径不仅仅是一种可能性,更是一项义务,本院在
Glass 案中已经对未寻求司法途径的医院进行了批判,而在本案中,大奥蒙德街医院非常合理地依据
相关法律和管辖权向高等法院寻求了司法裁判,因而满足了第三项要件。 综上,法院认为申诉人基
于《 欧洲人权公约》 第 2 条的诉求不成立。

关于父母权利是否受到不法干涉的问题,欧洲人权法院认为此案确实存在对申诉人权利的干

涉,但如果此种干涉能满足公约第 8 条第 2 款“ 依照法律” “ 合法目的” “ 于民主社会为必要” 这三项

①
②

《 欧洲人权公约》 第 2 条规定:“1. 每个人的生命权都应当受到法律的保护。 不得故意剥夺任何人的生命……” 。
《 欧洲人权公约》 第 8 条规定:“1. 每个人都享有其私生活和家庭生活受到尊重的权利,……” 。

85

西南政法大学学报

2020 年第 3 期

要件,则仍为合法。 法院认为,本案中的干涉遵循了英国法律的规定;本案中的干涉旨在保护孩子
的“ 健康或道德” 以及“ 权利和自由” ;凡涉及儿童的决定,其最佳利益占首要地位,即便认为申诉人
所主张之“ 重大伤害测试” 为合理,基于专家证据,Charlie Gard 也正在遭受着痛苦,而让他去经历试
验性疗法只会延长他的痛苦,因而本案中的干涉是必要的。

综上理由,欧洲人权法院对 Charlie Gard 父母之诉求不予认可。 至此,本案上诉程序已然穷尽,

案件回到英国高等法院,该院最终发出法院令,Charlie Gard 被送往临终关怀院,人工呼吸机被撤除,
并于 2017 年 7 月底去世。

二、婴儿尊严死的前提
观察 Charlie Gard 案可以发现,各级法院判决的立足点皆在于,如果维持生命治疗不符合婴儿

的最佳利益,则此种治疗应当予以撤除。 但是,这个立足点并非凭空而来,而是基于一定的理论和
历史背景之上。 这就需要探讨婴儿尊严死的前提性问题,即法律是否要求在任何情况下都要维持
婴儿的生命? 此问题涉及生命的延长与生命质量的维护之间的衡平关系。
( 一) 生命权绝对化保护的衰落
生命权即保有人的自然生命的权利,即活着的权利;生命权是所有其他权利的根本和基石。①

我国《 宪法》 第 33 条规定“ 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 ,其中的 “ 人权” 理应包含生命权。② 毫无疑问,国

家负有保障公民生命权之义务,或者说,对公民生命有国家利益之存在。 生命权保障范围及于人,
而不论该人是否具有自主性。 例如,我国加入的《 儿童权利公约》 第 6 条即规定:“ 缔约国确认每个
儿童均有固有的生命权。” 我国《 未成年人保护法》 第 3 条规定,“ 未成年人享有生存权” ,第 10 条规
定,“ 禁止虐待、遗弃未成年人,禁止溺婴和其他残害婴儿的行为” 。 因此,婴儿虽因无意思能力而不
具有自主性,但其为已出生之人,故其生命权应受保护。

问题是,对生命权保护之程度为何? 对此,生命权绝对化保护的观点认为,生命具有终极价值,
因而“ 生命都是神圣的” ,婴儿亦是如此,如果死亡尚未发生,那么必须尽一切努力维持生命的存
在。③ 这种绝对化的观点不允许有任何灵活性,其被简化为一个基于明确标准( 即生命是否存在) 的
客观医学决策,并且禁止医疗决策者进行任何生命质量的考量,这就完全排除了婴儿尊严死的可能
性。 例如,在 1986 年的一起案例中,澳大利亚维多利亚州高等法院判令医院使用一切必要手段来维
持一个患脊柱裂的新生儿的生命,并驳回了医院关于限制医疗措施的请求,判决认为:“ 任何人都无
权决定一个孩子的生命可以被故意剥夺,不管孩子有多么残疾。 法律不允许任何关于生命质量的
决定,也不允许任何关于人类价值的评估。” ④
但是,现代医学的进步却没有进一步巩固绝对生命权说,反而使其日渐式微。 对自然生命的法
①

参见赵雪纲、王雅琴:《 生命权和生存权概念辨析》 ,载《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2004 年第 6 期,第 41 页。

③

See James W. Walters, Approaches to Ethical Decision Making in the Neonatal Intensive Care Unit, American Journal of Diseases of

②

参见上官丕亮:《 论宪法上的生命权》 ,载《 当代法学》2007 年第 1 期,第 61 页。

Children, Vol. 142, No. 8, 1988, pp. 825-826.
④

See Max Charlesworth, Disabled Newborn Infants and the Quality of Life,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Health Law and Policy, Vol. 9, No.

1, 1993, p. 1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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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保护毋庸置疑,但对于依靠技术人工维持的生命,其法益的保护是否还具有同等的价值? 如脑部
缺氧过久造成大脑的严重损伤,导致意识的永久丧失,通过延命医疗技术存下一个无自我意识、无
法自我选择的生命,此时我们是否仍要坚持对其生命长度的保护? 对于这些问题,美国首个终止昏
迷患者维持生命治疗的判例,即 1976 年 Quinlan 案判决开创性地指出,随着身体受侵袭之程度日益
增加,患者的恢复可能性也日益稀薄,而国家对患者之生命维持利益也相形减少。① 如果从人性尊
严的角度论证,也并非在任何情况下都应维持生命。 生命权的保障及于人性尊严,则可合称为生命
尊严之保障,换言之,除人的生命权获得应有保障外,尚扩及生命过程中,作为生命主体者之尊严也
应获得应有之尊重,生命若乏尊严,则人或沦为物。② 因此,生命的尊重并不是指尽可能地延长身体
的生命,并不应该导致“ 身体绝对化” ,无条件地尊重“ 作为肉体的生命” , 并不代表尊重“ 作为人的
生命” ,反而有可能违反尊重人的尊严。③ 正因如此,生命权绝对化保护逐渐衰落,生命权保障可由
国家立法加以相对化。④ 当然,这种相对化是被法律严格限制的,否则,作为人的首要权利的生命权
就有受侵害之虞。
( 二) 生命质量说的兴起
随着维持生命医疗技术的发展,很多在以往条件下不可能生存的重症婴儿的生命得以延长,这
使得学界开始反思极重症状态下的婴儿生命是否有必要继续维持。 生命质量说逐渐形成,其认为
对于一种治疗,除应考虑其直接的生物学效应或延长寿命的作用外,还应考虑其对个人生命规划的
实现有益还是有害,以及各种作用的强度。⑤ 早在上世纪 80 年代,加拿大法律修改委员会关于生命
保护的报告就指出,一个人的生命价值不能只从“ 数量” 的预计上看,还应从“ 质量” 来考虑。⑥ 瑞士
针对较低生存可能性的新生儿,专门发布了医疗伦理与法律指南,其强调必须考虑婴儿的“ 可接受
的生命质量” 以及“ 目前的治疗是否可以忍受” ,并指出应警惕过度治疗。⑦ 不仅如此,国外司法判
例也转向于认可生命质量说,“ 经过缓慢的、尝试性的发展,法律认可了在一些情形下,如果持续的
积极治疗不会改善孩子的生命质量,即使它能让孩子在生理上继续存活,此种治疗也可以被拒绝或
撤除” ⑧。 例如美国的 Cruzan v. Harmon 案判决认为,“ 法院允许以生命质量之考量来克减国家保护
生命的利益” “ 不考虑生命质量而认为维持生命是绝对真理,是不现实的” ⑨。

我国婴儿尊严死相关判决虽未直接使用“ 生命质量” 一词,但实质上隐含了生命质量的判断。

“ 阮映红、胡飞与武汉中原医院、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协和医院医疗损害赔偿纠纷案” 是我

①

See Matter of Quinlan, 70 N. J. 10, 41 (1976) .

③

参见刘建利:《 晚期患者自我决定权的刑法边界———以安乐死、尊严死问题为中心》 ,载《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 2018 年

②

参见李震山:《 从生命权与自决权之关系论生前预嘱与安宁照护之法律问题》 ,载《 中正大学法学集刊》1999 年第 2 期,第 332 页。

第 3 期,第 143 页。
④

参见张婷:《 生命权与病人自主权之衡平———以“ 安宁缓和医疗条例” 为例》 ,载《 岭东财经法学》2014 年第 7 期,第 50 页。

⑥

参见 W. J. Carren,《 生命质量与治疗决策———加拿大法律修改报告》 ,载《 医学与哲学》1986 年第 6 期,第 56 页。

⑤
⑦

参见 Cohen. C:《 生命质量的一些哲学问题》 ,载《 医学与哲学》1984 年第 5 期,第 52 页。

See Roland Hentschel, Stella Reiter-Theil, Treatment of Preterm Infants at the Lower Margin of Viability:A Comparison of Guidelines in

German Speaking Countries, Deutsches Rzteblatt International, Vol. 105, No. 3, 2008, p. 48.
⑧

Max Charlesworth, Disabled Newborn Infants and the Quality of Life,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Health Law and Policy, Vol. 9, No. 1,

⑨

Cruzan v. Harmon, 760 S. W. 2d 408, 421, 429 (1988) .

1993, p. 1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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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关于父母放弃维持生命治疗而致婴儿死亡的典型案例。 在家属放弃治疗新生儿的问题上,湖北
省武汉市江岸区人民法院指出,“ 新生儿被送入协和医院时已存在重度窒息、胎粪吸入、吸入性肺炎
等症状,随着时间的推移,新生儿病情进一步恶化,已出现颅内出血、肺出血并发多器官功能衰竭等
症状,且一直用呼吸机辅助呼吸。 ……协和医院的医生在新生儿病情进展的每一阶段,向其家属说
明病情并无不当。 患者家属亦有在了解病情后,选择治疗措施的权利。 阮映红、胡飞夫妻在充分了
解了新生儿的病情后,自主选择的放弃治疗。” ① 在“ 曹某、丁某与某医院医疗损害责任纠纷案” 中,
上海市黄浦区人民法院认为,“ 原告方放弃新生儿治疗,新生儿死亡与医方的诊疗行为不存在因果
关系,系胎儿先天发育异常所致。” ② 在“ 聂永红、李国珍与安福县中医院医疗损害赔偿纠纷案” 中,
经检查婴儿患有窒息诊状,医生建议该婴儿已没有抢救的意义,所以家属放弃了治疗,后婴儿死亡,
江西省安福县人民法院认可了“ 最后放弃治疗的因素。” ③ 从上述判决不难发现,虽然我国法律禁止
溺婴、弃婴,但是我国法院并没有认为在任何情况下都要维持婴儿的生命,而是认可了在一定病情
下婴儿可被放弃治疗,判词显示其中包含了对婴儿生命质量的考量。
与其他生命法学议题一样,生命质量说易引发“ 道德滑坡” 的质疑,即如果对生命质量作出判断
的人轻易地判定某些非重大疾病婴儿不具有值得维持的生命质量,则婴儿的生命权有受侵害之虞。
不过,这种担忧是可以化解的。 首先,法律必须明确延长生命具有推定效力,只有在生命质量被判
断为极其稀少时才能克服此种推定。 英国的 An NHS Trust v. MB 案判决就指出,“ 由于人类对生存
的本能和欲望是强烈的,故必须对生命之延长给予重大考量或强烈推定。 但这不是绝对的,也并非
具有决定性,如果生命质量足够微小,则此种考量或推定可以被推翻。” ④ 在 Charlie Gard 案,英国高
等法院也认为,作出医疗决定时,应首先推定生命神圣以及延长生命的行为。 其次,法律应当为生
命质量之判定设置适当的实体标准和程序保障机制( 如下文论及的最佳利益标准及其程序机制) ,
也可以避免道德滑坡现象。 最后,还应注意到,在重症婴儿之场合,“ 我们必须承认自身的限制:我
们无法逃避我们自己的观点,我们无法避免生命质量的判断,虽然医疗技术可以保住生命,但它并
不是总能让生命值得被维持” ⑤。 从上述我国的几起婴儿尊严死判决可看出,虽然法院没有直接使
用生命质量一词,但在作出判决的过程中不可避免地对婴儿进行了生命质量的考量。

基于上述法律沿革可知,在医疗决策中,应首先推定延长患者生命之长度,生命质量则为例外
情形下的考量。 这样,生命质量说就为婴儿尊严死提供了前提条件,也即并非在任何情况下都必须
维持婴儿的生命。 在某些重症场合,生命长度并非唯一决定因素,生命质量的考量已被国内外司法
实践所认可。 观察 Charlie Gard 案,各级法院都对婴儿的生存状况进行了仔细考量,并在此前提下
作出了终止其维持生命治疗的判决,可见其在观念上也是认可了生命质量说。

①

湖北省武汉市江岸区人民法院(2006) 岸民初字第 313 号。

③

参见江西省安福县人民法院(2011) 安民初字第 65 号。

②
④
⑤

上海市黄浦区人民法院(2012) 黄浦民一( 民) 初字第 3719 号。
An NHS Trust v. MB,[2006] EWHC 507 ( Fam) , paragraph 16.

Nancy K. Rhoden, Treatment Dilemmas for Imperiled Newborns: Why Quality of Life Counts, Southern California Law Review, Vol. 58,

No. 6, 1985, p. 13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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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婴儿生命质量的判断原则
如前所述,生命质量说是婴儿尊严死的前提条件,那么需要进一步解决的问题是,应秉持何种
原则来判断生命质量,从而决定是否为婴儿实施尊严死。 纵观 Charlie Gard 案,各级法院的判决皆
明确适用最佳利益原则,而对其他判断方法( 如患者父母主张的“ 重大伤害测试” ) 皆不予认可。 那
么,在婴儿尊严死的场合,法律缘何坚定接受最佳利益原则,其理论和历史背景为何?
( 一) 替代判断原则的摒弃
因个人乃自己身体之最高主权者,自然首先应由个人自己判断哪种状态最符合自己的生命质
量。 如患者为有意思能力之人,生命质量的判断不成问题,法律也早已认可具有意思能力之成年人
有权拒绝己所不欲的治疗,即便此种治疗能够维持其生命。① 而当患者为无意思能力之人,则其无
法亲自对生命质量作出主观判断。 对于此种情形,早期医事法以替代判断原则作为解决路径。
1976 年 Quinlan 案判决认为,Quinlan( 时年 21 岁,因病成为植物人) 有拒绝治疗的权利,虽然其现时
无意思能力而不能行使该权利,但允许其父母替其行使权利,作出他们认为 Quinlan 自己会在相同
情况下作出的选择。② 因此,“ 在替代判断原则之下,决策者是基于他所认为患者如有能力将怎样做
而作出决定。” ③早期婴儿尊严死判例借鉴了 Quinlan 案提出的替代判断原则。 如 1984 年的 Barry

案,刚出生十个月的 Barry 处于重症末期,父母请求终止儿子的维持生命治疗,佛罗里达州上诉法院
援引了 Quinlan 案判词,并认可父母替其儿子主张拒绝治疗的隐私利益,从而认为“ 初审法院正确地
适用了替代判断规则” 。④

然而,Quinlan 原本为具备意思能力之成年人,嗣后因病丧失意思能力,故其监护人可根据其先

前的表达或个人价值观念推定她的可能意思,进而作出最符合其可能意思的决定,但当患者为自始
未取得意思能力的婴儿,仍然适用替代判断原则是否妥当? 由于婴儿完全不具有作出医疗决定的
意思能力,⑤也就不存在推定其可能意思的空间,而替代判断必须受到患者本人可能意愿之限制,如
无此种限制,则存在滥用代理权之虞,因此将替代判断原则套用到婴儿的场合实际上违背了该原则
的原意。 故此,在关于婴儿尊严死应适用何种标准的经典判例 In re C. A. 案中,法院指出,“ 我们反
对本案应受到替代判断测试的约束,因为根据其定义,婴儿没有可以被替代的判断” “ 替代判断测试
适用于其意愿可被确定的曾经有能力的成年患者” 。⑥ 当父母为他们的婴儿子女作医疗决定时,其
并不是通过他们的替代判断来行使子女的同意或拒绝治疗的权利;相反,父母是在行使他们自己
的、确定保护子女利益的最佳方式的权利,只要他们的选择是合理的,且不存在介入的国家利益,那

①

See Satz v. Perlmutter, 362 So. 2d 160 (1978) .

③

In re L. H. R. , 253 Ga. 439, 440-441 (1984) .

②
④
⑤
⑥

See Matter of Quinlan, 70 N. J. 10, 41 (1976) .

In re Guardianship of Barry, 445 So. 2d 365, 371 (1984)

参见[ 德] 克雷斯蒂安·冯·巴尔:《 欧洲比较侵权行为法( 下卷) 》 ,焦美华译,法律出版社 2001 年版,第 633 页。
In re C. A. , 603 N. E. 2d 1171, 1180 (199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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么他们就可以行使这一权利。① 正因上述原因,在婴儿尊严死的场合,法律逐渐抛弃替代判断原则,
而改采最佳利益原则。
( 二) 最佳利益原则的采纳
最佳利益原则肇始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成人世界的儿童观发生了革命性的改变,主流观念认
为,欲追求社会的最大利益,就必须注意到儿童及儿童的需要,将儿童视为独立的个体,给予法律的
特别保护,至 20 世纪 70 年代,美国各州法院纷纷确立子女最佳利益原则。② 联合国《 儿童权利公
约》 正式确立“ 儿童最佳利益原则” ,为与儿童相关事务的指导原则,并为各缔约国所接受。 我国也
于 1991 年批准加入该公约。 公约第 3 条明确规定:“ 关于儿童的一切行动,不论是由公私社会福利
机构、法院、行政当局或立法机构执行,均应以儿童的最大利益为一种首要考虑。” 可见,子女最佳利
益原则强调在任何与儿童相关之事项中,均须以子女为中心,即坚持并贯彻子女本位。 另一方面,
子女最佳利益原则也是对父母亲权的限制,即父母作出与子女有关之决定时应以子女之最佳利益
为依归,同时该原则也扩大了法院介入家庭事务的权限。③

其后,最佳利益原则逐渐拓展至医事法领域,从而发展出“ 患者最佳利益原则” ,其要求医疗决

策者全面权衡医疗为患者带来的利益与风险,从而选择最有利的医疗决策。④ 患者最佳利益原则主
要适用于患者无意思能力且无法查清患者的真实意思的情况下,此时医生应依据医学上的标准作
出符合患者最佳利益的医疗选择。⑤ 这是由行善的医学伦理原则所决定的。 行善原则是指医疗应
有利于患者健康并切实为患者谋利益。⑥ 根据此原则,医生应致力于提升患者的福祉,努力使患者
受益,权衡利害得失,选择受益最大、伤害最小的医学决策。 当患者为无意思能力的儿童,则父母有
为子女医疗决定之权利,该权利必须依子女之最佳利益行使,然而医疗决定的困难之处在于医疗行
为之复杂性,特别是有重大影响、存在不确定性的医疗,此时就有医疗专业人士登场的必要,即医生
有义务根据专业判断以患者的最大利益进行医疗行为,也就是说患者最佳利益原则赋予了医生相
当的专业裁量权。
除了我国加入的联合国《 儿童权利公约》 以外,我国国内法源上也有最佳利益原则的明确规定。
《 民法典》 第 35 条规定:“ 监护人应当按照最有利于被监护人的原则履行监护职责。” 根据全国人大
法工委对本条的释义,监护人在保护被监护人的人身权利、财产权利及其他合法权益的过程中,要
综合各方面因素进行权衡,选择最有利于被监护人的方案,采取最有利于被监护人的措施,使被监
护人的利益最大化,例如监护人要选择最有利于被监护人健康状况恢复的治疗方案、护理措施等。⑦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民政部关于依法处理监护人侵害未成年人权益行为若干

①

See Frank I. Clark, Withdrawal of Life-Support in the Newborn: Whose Baby Is It, Southwestern University Law Review, Vol. 23, No.

②

参见王洪:《 论子女最佳利益原则》 ,载《 现代法学》2003 年第 6 期,第 32 页。

1, 1993, p. 37.
③

参见雷文玫:《 以子女最佳利益之名:离婚后父母对未成年子女权利义务行使与负担之研究》 ,载《 台大法学论丛》1999 年第 3 期,

第 247 页。
④

参见陈化、徐喜荣:《 论临床代理决策中的“ 患者最佳利益原则” 》 ,载《 医学与哲学( B) 》2013 年第 6 期,第 6 页。

⑥

参见王明旭:《 医学伦理学》 ,人民卫生出版社 2010 年版,第 51 页。

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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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祝彬:《 论患者最佳利益原则》 ,载《 医学与哲学( 人文社会医学版) 》2009 年第 5 期,第 34 页。
参见李适时、张荣顺:《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释义》 ,法律出版社 2017 年版,第 103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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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的意见》 第 2 条规定,“ 处理监护侵害行为,应当遵循未成年人最大利益原则” 。 此外,我国的司
法判决也明确承认子女最佳利益原则,但基本上集中于离婚时子女抚养问题和探望权问题。 前者
如“ 杨骞与任军祥离婚纠纷案” ,青岛市四方区人民法院认为,“ 应当从有利于孩子身心健康出发,遵
循子女最佳利益原则,确定当前情况下直接抚养孩子的最佳人选” ①。 后者如“ 王某与左某探望权纠
纷案” ,湘潭市中级人民法院指出,“ 探望权的行使……必须符合子女的最佳利益,符合有利于子女

健康成长的原则” ②。 但是,尚未见我国医疗法律或医疗纠纷判决明确使用“ 患者最佳利益原则” 。
我国已有学者呼吁,患者最佳利益原则应当在我国相关医事法律、法规中得到确认。③

综上可知,处于医疗关系下的婴儿,由于其同时作为父母的子女和医生的患者,因此不管从家
事法还是医事法的角度,最佳利益原则都应当对其予以适用。 与替代判断原则强调患者的主观意
愿不同,最佳利益原则强调患者的客观利益,其关注点不在于医疗措施是否为患者所意欲,而在于
医疗措施是否符合患者的最大利益。 对此,婴儿尊严死的经典判例 An NHS Trust v. MB 案判决指
出,“ 我不是在判定假设我在患者的境遇下我会作出何种决定,也不是为我自己的孩子在这种情况
下该如何决定,更不是在判定医生和父母的决定是否为合理的决定。 此案件必须通过应用客观的
方法或测试来判定。 此种测试就是患者的最佳利益。” ④在 Charlie Gard 案,英国高等法院也认为,法
院对孩子的最佳利益行使独立、客观判断,法官必须从孩子的假定视角来审视问题;英国上诉法院
进一步指出,在孩子患重病时,父母可能会失去客观性,如果客观看来某种决定并不符合孩子的最
佳利益,则也必须适用最佳利益原则推翻此决定。 现阶段,关于儿童权利的国际公约及各国立法,
均将儿童最佳利益作为儿童一切事务的首要原则。 这样,维持生命的治疗行为同样应以儿童的最
佳利益为首要考虑。 当然,在一定年龄以上的儿童,还应根据其智力情况考虑其意愿。⑤ 显然,对于
婴儿来说,因其完全没有受法律认可之意思能力,故关于其维持生命治疗的决定,应以其最佳利益
为唯一标准。 例如,在 In re C. A. 案中,判决指出,伊利诺伊州《 医疗代理法》 规定无法确定其意愿之
无能力人的医疗决定应适用最佳利益原则而非替代判断原则,而此医疗决定应当涵盖是否放弃维
持生命治疗的决定。⑥ 这样,根据最佳利益原则,如果维持生命治疗的实施不符合婴儿最佳利益,则
不必再坚持这种治疗,而应转为缓和医疗或临终关怀。 纵观 Charlie Gard 案,从英国国内各级法院

到欧洲人权法院,判决皆明确适用最佳利益原则( 而非所谓的“ 重大伤害测试” ) ,认为不管是父母、
医院还是法院都应以 Charlie Gard 的客观最佳利益为判断标准,并最终判决撤除 Charlie Gard 的人
工呼吸机并对其进行临终关怀才是符合其最佳利益的。
( 三) 最佳利益原则的不确定性
如前所述,决定是否为婴儿实施尊严死应适用最佳利益原则。 但是,最佳利益原则也并非完

①

青岛市四方区人民法院(2009) 四民初字第 1964 号。

③

参见祝彬:《 论患者最佳利益原则》 ,载《 医学与哲学( 人文社会医学版) 》2009 年第 5 期,第 33 页。

②
④
⑤

湖南省湘潭市中级人民法院(2011) 潭中民一终字第 118 号。

An NHS Trust v. MB,[2006] EWHC 507 ( Fam) , paragraph 16.

例如《 挪威患者权利法》 第 4-4 条规定:“ 患者年满 12 周岁的,就涉及其医疗的所有事宜,俱得发表意见。 随着未成年人的成长,

其意见的权重渐次增加。”
⑥

See In re C. A. , 603 N. E. 2d 1171, 1180-1181 (199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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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一般认为其缺点主要在于不确定性或模糊性。① 《 儿童权利公约》 固然揭示儿童最佳利益原则,
但对其实质内涵及具体审查基准却未明文规定,其第 3 条“ 对原则内容只作了较宽泛的限定” “ 只是
试图建构一个最大利益准则作为国际儿童权利法的坐标” 。② 这样,在适用最佳利益原则时,“ 审酌
事项的具体内容为何、究竟应如何审酌,往往才是最大的问题” ③。

具体到维持生命医疗之场合,不确定性无法为最佳利益原则的适用者提供具体的标准,从而,

一个患者是否会被撤除维持生命治疗将依赖于代为决策者对行为适当性的判断,而缺乏具体标准
的原则性规定会给予代为决策者最宽泛的价值判断空间。④ 而依据主观价值观念以及此种观念将
对儿童成长产生什么样的影响所作的预测,随之产生的对儿童事务的安排,和对各种处理结果作出
选择的价值观都是有差异的,是不确定的。⑤ 如果法律泛化地规定最佳利益标准,就可能造成家属
或医生对最佳利益之判断的自由裁量范围过大,甚至有过度主观化之虞,也不利于司法机关来行使
最终的判定。 根据最佳利益原则的客观属性,关于婴儿的医疗选择必须“ 足够好” ,怎样才构成“ 足
够好” 应当通过合理的逻辑、医学和科学的观点来评估。⑥ 因此,根据最佳利益原则这个“ 坐标” ,应
当对医疗法律关系中儿童的最佳利益的衡量作具体化规定,从而避免判断的主观化和随意性,如此
才能落实对其生命权、生命质量的保护。
四、婴儿最佳利益的具体衡量及其程序
( 一) 婴儿最佳利益的考量因素
由于最佳利益是一个不确定的法律概念,所以,应试图提出一些考虑因素。 例如,在父母对子
女之惩戒方面,需考虑的因素包括儿童的年龄、个性、身体状况、父母的身心状态、环境变迁可能对
孩童所造成的影响等。⑦ 而在医疗事务方面,就具体医疗行为判定是否符合婴儿之最佳利益时,是
针对具体医疗措施为衡量,故应主要以该医疗是否符合该婴儿身体、健康及未来之需要为决定,并
且具体医疗本身的性质,如副作用及危险性等,也是判断是否对该婴儿进行医疗的重要因素。 具体
到尊严死的医疗决定,应当认为,对于家属和医生依据最佳利益原则为无意思能力者所作出撤除维
持生命医疗的决定,必须有严格的法律标准,即清楚与令人信服的证据,法律应当列出优劣清单,权
衡各项因素。
一些成文法明确列举了医疗决定中最佳利益的具体考量因素。 如纽约州《 公共卫生法》 规定,
“对患者最佳利益的评估应包括:每个人的尊严和独特性的考虑;保存患者生命的可能性和程度;对
①

王洪:《 论子女最佳利益原则》 ,载《 现代法学》 2003 年第 6 期,第 34 页;陈冠蓁等:《 病患最大利益原则之法规与伦理观点》 ,载

②

参见王雪梅:《 儿童权利保护的“ 最大利益原则” 研究( 下) 》 ,载《 环球法律评论》2003 年第 1 期,第 110 页。

④

See Tomas J. Balch, Are There Checks and Balances on Terminating the Lives of Children with Disabilities? Should There Be, Georgia

《 医事法学》2011 年第 1 期,第 46 页。
③

王洪:《 论子女最佳利益原则》 ,载《 现代法学》2003 年第 6 期,第 34 页。

State University Law Review, Vol. 25, No. 4, 2009, pp. 974-977.
⑤
⑥

参见王雪梅:《 儿童权利保护的“ 最大利益原则” 研究( 下) 》 ,载《 环球法律评论》2003 年第 1 期,第 109 页。

See Loretta M. Kopelman, Why the CAPTA’ s Baby Doe Rules Should Be Rejected in Favor of the Best Interests Standard, Georgia State

University Law Review, Vol. 25, No. 4, 2009, p. 9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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⑦

参见许育典、陈碧玉:《 论国家限制亲权的宪法正当性———从虐童谈起》 ,载《 台北大学法学论丛》2009 年第 1 期,第 29-30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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患者健康或功能的保护、改善或恢复;对患者痛苦的缓解,以及任何医疗状况及其他关切和价值。” ①

还有一些司法判决也列举了判断婴儿最佳利益的考量因素。 例如在 In re Phillip B. 案,判决指出,
“国家在坚持进行父母所拒绝的治疗之前,必须考虑一些相关因素。 国家应当审查孩子所遭受的病
害的严重性或者他将遭受严重病害的实质可能性;医学专业人士对治疗措施的评价;医疗措施对孩
子的风险” ,“ 当然,其考量的基础是孩子的福利以及医疗是否能满足他的最佳利益” 。②

参考上述事项,就具体的医疗措置,对婴儿所带来之利益与不利益为比较衡量,具体考量因素

至少包括:该治疗所能带来的利益,如促进婴儿生命、身体、健康的可能性和程度,对婴儿痛苦的缓
解程度;疾病本身的重大性,如婴儿所患疾病带来的痛苦、预期的寿命、生存的尊严;医疗的性质,包
括医生对该治疗的评价,伴随治疗的危险及副作用,为进行该治疗而给婴儿带来的负担,治疗的有
效性及对婴儿健康及生命的影响,如对婴儿疾病缓解的可能性及使婴儿迈向正常生活的可能性。
藉由这些因素的综合判断来决定何谓婴儿的最佳利益。 观察 Charlie Gard 案,法院在作出撤除维持
生命治疗判决之前,充分考量了婴儿的病情、遭受的痛苦、预期寿命、恢复的可能性、试验性疗法的
可能后果、维持生命治疗带来的负担等一系列因素,且这些考量都是以大量证据作为支撑,从而保
证了对婴儿最佳利益判断的客观性。
( 二) 不符合婴儿最佳利益的情形
衡量各相关因素将有利于最佳利益的具体确定,但是,在个案中进行一一衡量也颇费精力,如
果能将临床现实中出现的不符合婴儿最佳利益的情形加以总结归纳,则更有助于各方确定是否可
不给予婴儿维持生命治疗。 在判例法上,有作此种归纳者。 如在早期判例 Re B ( A Minor) 案中,判
决归纳出四种继续维持婴儿生命不符合其最佳利益之情形:植物人状态,即作为人之机能完全被破
坏;证明有重度障碍,非常确定子女将来一生充满痛苦;子女一生明显非常可怕;子女一生将不堪忍
受。③ 从前文提及我国相关判决来看,我国法院并未作出类似总结,而仅是根据个案下婴儿之病情
作出判断。
在成文法上,有所谓 Baby Doe 规则,其明确规定了可以不给予婴儿维持生命治疗的情形。 根据

美国《 儿童虐待防治法》 之规定,对于遭受危及生命之病情的婴儿,必须给予其“ 医学指针治疗” ,即
根据医生的合理医学判断,可以有效改善病情的医疗措施,包括药物、营养、水分等;除非根据医生
的合理医学判断发生了以下情形之一:“1. 婴儿长期且不可逆地昏迷;2. 医疗措施仅仅延长死亡,无
法缓解或纠正婴儿的危及生命之病情或者就婴儿的生存而言是无效的;3. 医疗措施就婴儿的生存
而言是无效的并且医疗措施本身在此种境遇下将是不人道的” ④。 也即是说,对于重症婴儿,原则上
应给予最大化治疗,但是在法定的三种情形下可不给予治疗,在这些情形下放弃维持生命治疗是合
法的。 Baby Doe 规则使各方免于衡量最佳利益的困扰,增加了对婴儿尊严死法律后果的预期。 但
是也有学者不认同此规则,认为不应当用此种僵化的列举式规定替代弹性的最佳利益标准。⑤ 笔者
①
②
③
④
⑤

New York Public Health Law § 2994-d.

In re Phillip B, 92 Cal. App. 3d 796, 802 (1979) .

See Re B ( A Minor) ( Wardship: Medical Treatment) [1981] 1 WLR 1421.

42 U. S. C. § 5106g(6) (2006) .

See Loretta M. Kopelman, Why the CAPTA’ s Baby Doe Rules Should Be Rejected in Favor of the Best Interests Standard, Georgia State

University Law Review, Vol. 25, No. 4, 2009, pp. 909-9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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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为,不妨将 Baby Doe 规则理解为法律对最佳利益标准的严格化设定,即法律明确列举在哪些情形

下医疗措施的给予将不符合婴儿的最佳利益,而在其他任何情况下给予治疗则都符合其最佳利益。
这样,既满足了“ 生命延长之强烈推定” ,又提供了例外情形下对生命质量的保护。 通过成文法对这
些例外情形的具体列举虽然可能不够灵活,但是有利于对最佳利益的统一判断,避免了最佳利益原
则的模糊性缺陷,也符合法的安定性要求。 总之,法律不能仅仅停留在最佳利益的原则性规定,而
应当对最佳利益的判断进行具体化确定,例如通过明确列举不符合婴儿最佳利益的情形,以有助于
各方判断婴儿是否符合尊严死的标准。
( 三) 婴儿最佳利益之衡量的程序保障
在 Charlie Gard 案,欧洲人权法院指出,在对何为最符合患者利益的决定有疑问时,应当存在向

法院寻求救济的可能途径。 可见,对于婴儿最佳利益的衡量,不仅需要考量因素的列举和特定情形
的归纳,还应具备正当的法律程序保障。 最佳利益原则要求父母和医生都应本着婴儿患者的最佳
利益行事,那么可能产生两种情形:一是父母与医生对尊严死是否符合婴儿的最佳利益达成共识;
二是父母与医生对婴儿最佳利益的理解发生不一致,从而就是否尊严死形成相反意见。 相关程序
保障的探讨应从这两方面切入。
在第一种情形,如果父母与医生一致认为继续维持生命治疗符合婴儿的最佳利益,则直接根据
法律对延长生命的推定,无需诉诸法律程序,继续实施治疗即可。 但是,如果父母与医生一致认为
撤除维持生命治疗符合婴儿的最佳利益,则对于此种决定是否应受前置司法审查,比较法上存在分
歧。 英国保护法院程序规则明确规定,任何拟不给予或撤除植物人或最小意识患者的人工营养措
施的决定,都被认作“ 重大医疗决定” ,必须向法院提请审查许可。① 正因如此,在 Charlie Gard 案中,
欧洲人权法院指出,根据英国程序法,将维持生命治疗的决定提请司法裁断,不仅仅是一种可能性,
更是一项义务。 美国判例法上也曾出现过前置司法许可的要求,但这些要求最终都被取消了。 如
在 Saikewicz 案中,马萨诸塞州最高法院认为,撤除维生治疗需要“ 超然中立但又富有热情的调查和
决断程序” ,而这些程序是“ 本院及下级法院的责任,且不得被委托给任何意图代表‘ 社会道德与良
知’ 的其他团体” ②。 这里的“ 其他团体” 主要针对医疗执业团体。 这一判决立即在医学界和法学界
引起激烈的争论。 但这一争论很快平息,因为马萨诸塞州最高法院在随后的一个判例中论称,“ 我
们的意见不应当被认为是设立了任何前置司法许可的要求” ③。 伊利诺伊州最高法院也曾要求对维
生医疗决定须取得司法许可。④ 但后来伊利诺伊州立法者通过《 医疗代决定法》 否定了事前司法介
入的立场。⑤ 笔者认为,对于家属和医生都一致认为撤除维生医疗符合婴儿最佳利益的情况,是否
仍应要求在决定之前必须向法院申请司法审查,应就立法是否允许尊严死而定。 如果立法已明确
允许在法定情形下可撤除婴儿的维生医疗,则没有必要再设置事前司法许可,否则会过度介入家庭

①

See COP Practice Direction 9E, paragraph 5.

③

In the Matter of Earle N. SPRING, 405 N. E. 2d 115, 120 (1980) .

②
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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⑤

Superintendent of Belchertown State School v. Saikewicz, 370 N. E. 2d 417, 435 (1977) .
See In re Estate of Longeway, 549 N. E. 2d 292,300 (1989) .
See IL ST CH 755 § 40 /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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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主和医学专业自主,并将导致不必要地延长患者痛苦等许多问题。① 但是就我国而言,由于立法
没有明确承认尊严死,且实践中存在父母因迷信思想、经济原因、歧视兔唇等较轻缺陷等原因放弃
治疗,而医生为稳妥起见即执行家长的决定, ②那么就有必要设置事前司法许可程序,对放弃治疗的
决定是否符合婴儿最佳利益进行司法审查,以保障婴儿的生命权。
第二种情形,即父母与医生关于婴儿最佳利益及是否应尊严死的意见发生不一致,此时医生依
据专业判断,认为父母的决定不符合婴儿利益,应如何处理? 实务上医生们常常遵从父母的意愿,
因为父母是支付医疗费用与主要负责照顾婴儿的人。 但是,在伦理上医生有义务维护患者的最佳
利益,医生此时应以患者利益代言人的角色,深入了解父母决定的原因,并尝试阻止家属,保护患
者,而不应该为了尊重父母的决定而忽略了患者的利益。 那么,医生或医院是否可以直接否定父母
的意见而径行作出相应的医疗决定? 美国德克萨斯州成文法就有所谓“ 医疗无效” 条款,即医院如
依专业判断认为医疗措施没有效果,则有权经过其内部审议程序而单方面作出停止治疗之决定。③
当然,德克萨斯州的这条规定在比较法上是一个孤例,而在该州发生的 Sun Hudson 案中,医院不顾
婴儿母亲的反对而根据上述法律单方地撤除了婴儿的维生治疗,此案更引起学者对该法律的激烈
争议。④ 这种由医院单方决定的立法例与我国国情存在极大落差,若如此进行,必定引起家属们极
大反弹,不利于医患关系的稳定。 因此,就我国而言,以规定诉请法院解决为宜。 如果法院根据最
佳利益之衡量,认为父母的决定确实有违婴儿最佳利益,则此时需要法院代表国家介入家庭决策。
根据国家亲权理论,一旦认为父母无法按照孩子的最佳利益行事,便由国家介入行使亲权。 也即父
母并非拥有毫无限制的权利,无论父母因为不舍子女死亡而拒绝撤除医疗,抑或父母不忍子女承受
生存之痛苦而决定使其尊严地死亡,国家都应确保父母决定是符合子女最佳利益,从而有法院介入
之必要,为婴儿最佳利益代言。 对于父母与医院之间就放弃治疗婴儿无法达成一致的情况,我国尚
无明确的程序规则予以救济,有学者认为有必要建立制度以便医疗机构认为婴儿最佳利益受到侵
害时由其向法院寻求救济。⑤ 也有学者进一步认为,可由我国《 民事诉讼法》 设置相应的专门程序,
使法院得依该专门程序尽快做出决定。⑥
五、结语
孩子的出生维持并扩大了家庭的存在,并为保证人类本身的延续提供了数量可观的“ 成员” 。

分娩是喜悦的,但是如果娩出的是一个不能接受的重症婴儿,在绝望中将面临的又是一个难以取舍
的道德和法律难题,这也就是婴儿尊严死的问题。 Charlie Gard 案为我们提供了一个以法学视角审
视婴儿尊严死的可能。 通过此案可以发现一些基本的结论:承认生命质量的概念是实现婴儿尊严

①

See Arnold S. Relman, The Saikewicz Decision: A Medical Viewpoint, American Journal of Law & Medicine, Vol. 4, No. 3, 1978, p.

②

参见章伟芳、方曙:《 关于有缺陷新生儿临床处置的思考》 ,载《 中国医学伦理学》2003 年第 4 期,第 46 页。

④

See Robert D. Truog, Medical Futility, Georgia State University Law Review, Vol. 25, No. 4, 2009, pp. 985-1002.

236, pp. 240-241.
③
⑤
⑥

See Texas Health and Safety Code § 166. 052.

参见曹阳:《 放弃治疗新生儿的国外法学与伦理思考》 ,载《 医学与哲学( 人文社会医学版) 》2011 年第 11 期,第 21 页。
参见胡雪梅:《 我国未成年人医疗同意权行使制度之合理构建》 ,载《 法学》2012 年第 3 期,第 86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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死的前提,而最佳利益原则是判断婴儿生命质量的唯一原则,但由于该原则具有不确定性,故必须
在具体案件中衡量各相关因素,为便于判断,法律宜归纳出若干不符合婴儿最佳利益的情形,同时
还应建立适当的程序规则。
琼瑶在她的生前预嘱中曾说道:“ 人生最无奈的事,是不能选择生,也不能选择死!” 近年来随着
人口老龄化日趋严重,老年人尊严死的问题得到了各界的重视,老年人愈加可能获得“ 选择如何死”
的权利。 而刚出生的婴儿既不能选择生,也完全没有选择死的意思能力,从而法律似乎更有理由去
保障婴儿的临终权益。 随着日益放开对生育子女的数量上的限制,我国更应重视新生婴儿生命质
量的维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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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the Legal Issues of Death with Dignity for Infants:
Taking the Case of Charlie Gard as a Starting Point
SUN Ye-long

( School of Law, Nanjing Tech University, Nanjing 211816, China)

Abstract:In certain cases of severe diseases, prolonging life length is not the only determinant of

healthcare decision-making, and the consideration of quality of life has been recognized by judicial

practice. The theory of quality of life provides a precondition for the infant to die with dignity, that is, it is
not necessary to maintain the life of an infant with severe diseases under all circumstances. For the
judgment of the quality of life of an infant with severe diseases, the principle of best interest should be
applied to him / her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family law and medical law since he / she is both his / her parent’

s child and his / her doctor’ s patient. However, the principle of the best interest is uncertain, so it is
necessary to considerate the relevant factors in certain cases. In order to facilitate this consideration, the
law should summarize and list the circumstances in which medical treatment would not be in the best

interest of the infant. At the same time, the law should establish procedural safeguards mechanism for
death with dignity for infants.

Key Words: death with dignity for infants; case of Charlie Gard; quality of life; principle of

best intere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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