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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生殖性複製之法律意義 

 
3.1 生殖性無性複製之支持與反對 

 
在各種的複製技術當中，以體細胞核移轉之方式生殖，也就是所謂的「生

殖性無性複製」產生極大的爭議，支持者與反對者均有，理由從宗教、倫理、科

學、社會到法律不一而足，而理由上的分類也不盡相同。有將之在支持與反對立

場 (for and against) 下，再區分為直接與間接理由 (direct and indirect) 1；或者不

區分2直接與間接3而一一討論4。也有將之分為效益與損害 (benefits and harms) 
後，再分為對個人及社會的 (individual and social) 兩個面向5。也有將之區分為

「宗教、道德與倫理的」 (religious, moral, and ethical) 、「法律的」 (legal) 、「滑

坡效應的」 (slippery slope) 與「心理社會的」 (psycho-social) 四個面向 (grounds) 
加以討論6。實際上這些理由各有所本，所立足之領域、著眼之重點與切入之角

度均不相同，如果沒有在豎立思考脈絡的進程下再安插這些不同理由，很容易就

變成「了不起的火箭」，只顧爭論與自說自話7。因此為求週延，除宗教立場先予

略去外8，以下先將之逐一列舉，之後於本章末再以不同組進程予以討論與界定。 
 

3.1.1 支持理由 (pro-cloning) 

                                                 
1 GREGORY E. PENCE, CLASSIC CASES IN MEDICAL ETHICS: ACCOUNTS OF CASES THAT HAVE SHAPED 

MEDICAL ETHICS, WITH PHILOSOPHICAL, LEGAL, AND HISTORICAL BACKGROUNDS 204-13 (2004). 
2 NATIONAL BIOETHICS ADVISORY COMMISSION, CLONING HUMAN BEINGS 62-82 (June 1997), 

available at http://www.georgetown.edu/research/nrcbl/nbac/pubs/cloning1/cloning.pdf (last visited 
Apr. 11, 2004), [hereinafter NBAC Report].  

3 DAVID GOODNOUGH, THE DEBATE OVER HUMAN CLONING: A PRO/CON ISSUE 32-37 & 40-49 (2003). 
4 THE PRESIDENT’S COUNCIL ON BIOETHICS, HUMAN CLONING AND HUMAN DIGNITY: THE REPORT OF 

THE PRESIDENT’S COUNCIL ON BIOETHICS 83-129 (with a Foreword by Leon R. Kass, 2002) 
[hereinafter PCBE Cloning Report with Kass]. 此報告在經其主席 Kass為序後，在同年又再由

PublicAffairs出版，其頁碼與原始研究報告有所差異，本文所引之此報告，均係以此版本為準，

網路上亦有原始版本，See http://www.bioethics.gov/reports/cloningreport/pcbe_cloning_report.pdf 
(last visited Apr. 12, 2004). 

5 Dan W. Brock, Cloning Human Beings: An Assessment of the Ethical Issues Pro and Con, in CLONES 
AND CLONES: FACTS AND FANTASIES ABOUT HUMAN CLONING 141, 145-61 (Martha C. Nussbaum & 
Cass R. Sunstein ed., 1998). 

6 John Charles Kunich, The Naked Clone, 91 Ky. L.J. 1, 16-23 (2002). 
7 語出OSCAR WILDE著，〈了不起的火箭〉，收於巴金譯，《童話與散文詩》，頁 61以下，東華 (1999)。 
8 許多文獻會特別就宗教觀點加以闡述，例如翁大鈞，《「複製人」之立法研究》，頁 79-81，台大
三研所碩士論文 (2000)。宗教界之觀點固然重要，但是因本文並非宗教學之研究論文，所以

此部分即不予討論，有興趣者可進一步參 NBAC Report, supra note 2, at 39-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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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獲得有基因關連之子嗣 (To Produce Biologically Related Children) 

 
在某些特殊的情況下，SCNT可能是使不孕症者獲得有基因關連子嗣的唯一

方法 (Human cloning would allow infertile couples to have children.) 。男性在精子
稀少的情況下可以運用精蟲卵質內注射 (intracyptoplasmic sperm injection, 
ICSI) ，但是如果毫無精子則必須仰賴捐贈以行有性生殖，否則就是要使用 SCNT
行無性生殖。女性在屆四十二歲時，僅有不到百分之十的人有健康可供受孕的卵

子，在今日晚婚以及遲至三十歲後方生產比比皆是的情況下，SCNT提供在收養
繁文縟節 (red tape) 之外的另一個選擇，更不要說完全無法產生卵子的女性，如

果不以 SCNT根本不可能獲得子嗣9。獲得與自己有基因關連的子嗣乃是人類的

基本欲望，一九七 O 年代美國拒絕以公私保險補助 IVF後，仍然有許多欲為人
父母者選擇利用此項技術，結果造就高達四十億美元的市場，足見生兒育女對於

個人生活的重要性10。 
 
即便個人仍然有其他方式可獲致有基因關連之子嗣，贊成者也認為運用

SCNT是屬於個人的自主決定，是落在生殖權或生殖自由的保護範疇內，並不限

於不孕症者方能使用。而在這之下又可以分為兩層意義： (一) 人類自由的意義 

(the goodness of human freedom) 。一則在多元民主社會裏，個人在不影響他人自

由的情況下，應該有權選擇對抗可能係多數暴力的意見，生殖性複製應受生殖自

由所保障；二則人類的存在以及未來是不可預測且答案開放的，不能因為生殖性

無性複製與傳統方式 (tradition) 不同11，而認為其是不正當的12。 (二) 存在的美
好 (the goodness of existence) 。反對 CPC者通常認為因為會對小孩造成心理與

身體上的傷害所以應該禁止，但是對該未出生的小孩來說，即便是帶有嚴重的疾

病，「出世」為人也比不出生好。反對者乃是處於欠缺寬容態度的立場，對這些

小孩說：「為了我們好也為了你好，所以你最好不要以 cloning的方式來到這世

間。」13。 
 
此種理由即是認為個人應該有權決定是否要生育下一代，包括決定以何種

方式生育。小孩由於是在迫切的願望下獲得的，比起其他大多數未避孕或墮胎而

產生的「意外」，反而會獲得更多的關心與照顧，小孩因為沒有獨一無二基因組

                                                 
9 Brock, supra note 5, at 146. 
10 PENCE, supra note 1, at 209. See also GOODNOUGH, supra note 3, at 32. 
11 Laurence Tribe, On Not Banning Cloning for the Wrong Reasons, in CLONES AND CLONES: FACTS 

AND FANTASIES ABOUT HUMAN CLONING, supra note 5, at 221, 225-28. 
12 「人類在自然狀況下不會行無性生殖，但是並不表示這種方式就不『正常』。人類是物種沙文

主義者，認為與我們相同的才是正常的。」。參 IAN WILMUT, KEITH CAMPBELL & COLIN TUDGE
著，陳紹寬、朱佩雯譯，《我創造了桃莉！─從複製羊談生命再造與基因工程》，頁 89，究竟 
(2000)。 

13 PCBE Cloning Report with Kass, supra note 4, at 88-90. See also NBAC Report, supra note 2, at 
74-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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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而產生的心理問題係屬猜測，雙胞胎就是最佳例子。身體上的傷害在目前的確

有可能，但是如果父母就是堅持寧可生下一個極有可能是缺陷的孩子，也不願意

無人承歡膝下、彩衣娛親，那運用 SCNT是否仍然在生殖權或生殖自由的保護範
圍內？在安全性沒有被確定前，是否允許個人運用此方式生殖？此外，基因關連

的子嗣雖然不是親情的必須要件，但是 a chip of the old block或 like father like son
等諺語，則說明了這種基於「血濃於水」所生的情感，而以 SCNT出生的小孩與
其基因體來源者的關係，比原來的有性生殖方式更具有這種強烈的連結14。 

 
二、避免子嗣獲得遺傳疾病 (To Avoid Genetic Disease) 

 
此主要是指夫婦均帶有會致死遺傳疾病之隱性基因15，依照孟德爾定律，有

四分之一的情形會發生小孩遺傳這種致命的疾病，為了避免小孩僅能於出生後痛

苦地短暫存活，而如果其又堅持要一個與自己有基因關連的子嗣，則其僅能在使

用捐贈精卵、產前檢查與選擇性墮胎以及無性複製當中挑選16。 
 
第三人捐贈精卵在健康篩選後，雖然可以確保沒有帶有遺傳疾病基因，但

是因為這樣是使外來的「血源」介入這個家族，未必會為持有「血統純正」觀念

的人所接受。再者，此時由於精卵之一仍然來自此對夫婦，所以該隱性基因仍然

會繼續存在，只不過因為第三人健康的顯性基因存在，故不會產生病狀而已。產

前檢查 (PGD) 與選擇性墮胎，即是透過篩檢的方式，在該四分之一的情況出現
時，提早終止懷孕，此法雖然可行，但是也不可避免會與墮胎等爭議相連結。 

 
SCNT可以夫之體細胞為供核，再與其妻之除去遺傳物質的卵細胞融合，如

此不用產前檢查與選擇性墮胎，既可確定小孩不會產生病狀，而且又沒有外來「血

源」的滲入。小孩之基因組 (genome) 來自父親，mtDNA與細胞質、以及由著
床至分娩均由母親提供，是一個兩全其美的方式由雙方協力繁衍後代17。雖然此

時體細胞也帶有該隱性基因，但是更進一步的做法，則是可以從事基因置換或基

因療法。也就是在取出體細胞時，修正該基因組 (genome) 內致病的部分，於確
定健康無虞後，再與卵細胞融合，而這些都是傳統生殖方式所無法達成的。 

 
三、獲得無排斥問題的組織或器官移植 (To Obtain “Rejection-Proof” 

Transplants) 
 
此例如夫婦有個病重而須骨髓移植的小孩18，在沒有合適捐贈者下，其可以

                                                 
14 PENCE, supra note 1, at 208 & 210. 
15 GOODNOUGH, supra note 3, at 32. 
16 NBAC Report, supra note 2, at 78-79. 
17 Brock, supra note 5, at 146-47. See also Lori B. Andrews, Is There a Right to Clone? Constitutional 

Challenges to Bans on Human Cloning, 11 Harv. J. Law & Tec 643, 647-48 (1998). 
18 NBAC Report, supra note 2, at 78-79. Brock, supra note 5, at 147-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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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小孩之體細胞進行 SCNT，產生重組胚胎後，可以有兩種做法。一是可以再為

胚胎分割，也就是從事兩次的複製行為，將其中一個胚胎培養並取得其幹細胞，

另一個胚胎則可以植入母體而出生。二是不再為胚胎分割，讓這個重組胚胎植入

母體並於懷胎十月後出生，之後由臍帶血等組織中取得幹細胞。此兩種做法都不

會產生器官後備或為救病重小孩而犧牲另一個生命的問題，之後夫婦獲得的是兩

個健康且被雙親深愛的小孩，而這是傳統的有性生殖所做不到的。 
 

四、可以取代已逝之摯愛 (To “Replicate“ a Loved One) 
 
此例如喪夫而唯一小孩也因疾病或意外而垂死的母親，為了獲得一個與其

亡夫有基因關連的子嗣，她只能運用 SCNT19，以此小孩的體細胞為供核，再和

自己的卵細胞融合而再獲得一個「愛的結晶」。或者喪失摯愛之親人，以已逝者

之細胞供核來源，存活者當中如果有女性，則就可以提供卵細胞與孕育之子宮，

而以 SCNT為 CPC，來彌補難以抹滅的傷痛。 
 

五、可以保證特殊天賦才能繼續遺傳下去 (To Reproduce Individuals of 
Great Genius, Talent, or Beauty) 
 
此主要是指如複製莫札特、愛因斯坦、籃球巨星Michael Jordan或影視名人

Brad Pitt等的想法，認為這些人是人類社會的瑰寶，其特有的才能除了後天的努

力外，天生的 gift也是因素之一，因此為了避免經由有性生殖而「沖淡」這些「優

良」基因，所以無性生殖就成為唯一的方式 (the duplication of people of great 
genius, talent, character, or other qualities) 20。另外更進一步的是涉及所謂「幸福

的增進」 (the goodness of well-being) 21。也就是 SCNT除可以提供不孕者使用

外，也可以再配合基因置換或選擇，而改良下一代的健康、天賦、體能與美貌等

等。其認為現存的世代除有責任為下一代根除遺傳疾病外，更必須提供最好的基

因組合。先天或後天 (nature v. nurture) 是相對的概念22，但是雛鳳清於老鳳聲、

後浪長江推前浪，則是不爭的願望。 
 

六、人類及動物無性複製技術是未來科學進步所必須者 (Cloning of 
Humans and Animals is Necessary for the Advancement of Science) 
 
無性複製技術最原始的目的，就是在於驗證個體分化發育的過程，證明體

細胞仍然有可能回復到全能狀態23。動物的複製技術在農業上應用已久，與遺傳

                                                 
19 NBAC Report, supra note 2, at 78-79. Brock, supra note 5, at 148-49. 
20 Brock, supra note 5, at 149-50. 
21 PCBE Cloning Report with Kass, supra note 4, at 90-91. 
22 See MATT RIDLEY, NATURE VIA NURTURE: GENES, EXPERIENCE, & WHAT MAKES US HUMAN 7-13 

(2003). 
23 Brock, supra note 5, at 150-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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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合作後的轉殖動物價值更是難以言諭。動物無性複製也可以拯救瀕臨或已經

絕種之物種，特別是在非天擇演變的人為性地滅絕狀況。而人類無性複製在未

來，例如治療性複製可供組織器官移植，生殖性複製可供人類疾病治本性地根

除，進一步也可以再配合遺傳工程與基因體學的研究，以造福人類。除此之外，

即便技術不加以應用在人類社會，但是科學家對於知識本身的探索 
(discovery) ，也應該受研究自由所保障，隨著這樣的發現，人類可以更了解自然，

如果現在就禁止，不啻是「關閉未來的無限發展」 (close future) 24，而且大部分

的科學家都是與我們相同的一般人，不見得都是用為惡的動機在從事研究，安全

性未獲確定前在媒體上到處宣稱要無性複製人類的 Seed與 Zavos等人，其實都
只是成天拿著手機追求曝光率與知名度的人，跟真正在實驗室當中研究的科學家

完全不同25。 
 

3.1.2 反對理由 (con-cloning) 

 
一、安全性問題 (Problems of Safety) 

 
主要是指目前對動物的研究發現有很高的比率產生異常畸形 (abnormalities) 

的狀況，因而造成在身體健康上的傷害 (physical harms) 26。這又可以分為對未

出生小孩、對供卵者以及對懷孕者，三者說明。 
 
目前的實驗對於重組胚胎與一般胚胎是否相同健康仍然無法證實，這些包

括端粒、基因體印記與基因體活化等問題27。而所出生後的個體也顯示有畸形、

體重與體型過大的情況，雖然在桃莉的例子以及部分的實驗上，這些問題都沒有

發生，但是這並不表示無性複製技術已經成熟到可以應用至人類身上。還有常見

的主張係認為在未來安全性獲得證據支持後，則就不應該再受到禁止28。但是即

便安全性高於體外受精，反對者認為 SCNT仍然應該禁止，因為目前的研究顯示
不同物種之間的差異性極大，動物的實驗數據未必代表即可以運用於人體實驗的

                                                 
24 PENCE, supra note 1, at 210-11. 
25 Id. at 203-04. 
26 Id. at 206-07. 但是其也特別指出以有性生殖方式產生的胚胎 (包括自然與人工生殖) ，有超過

50%的比率沒有成功著床並因而流失 (lost) ，在這當中又至少有一半有染色體異常的狀況。再

者，數以萬計的小孩因母親於懷胎時抽煙、酗酒或剋藥而畸形異常地出生，但是我們卻沒有對

這些行為科以刑罰，那無性生殖的行為又為什麼要犯罪化呢？ 
27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 [hereinafter NAS], SCIENTIFIC AND MEDICAL ASPECTS OF 

HUMAN REPRODUCTIVE CLONING 43-51(2002). 其他還包括重新設定 (reprogramming) 、突變 
(mutation) 與 X染色體隨機不活化 (X-chromosome inactivation) 等問題。此外，已分化的體細
胞雖然具有完整的基因資訊，但是其在正常情況下僅表現當中的一部分，例如皮膚細胞就僅表

現與皮膚組織有關的基因。再活化體細胞而使其恢復全能性，是將「沉睡」 (slumbering) 的
基因喚醒，但是這些原本不表現的部分，是否有所變異不得而知，所以安全性上是存有疑問的，

See Andrews, supra note 17, at 650-51. 
28 Kunich, supra note 6, at 18. Brock, supra note 5, at 157-58. 



論生殖性複製與生殖自由 

 78

申請上29。而且更根本地說，SCNT的供核來源是體細胞，所以體細胞所具有的

後天突變，會原封不動地傳遞給重組胚胎，因此安全性的問題會一直存在，不會

因為技術改良或科學進步而有所不同30。生殖自由固然是人類的基本權利，但是

在此處仍然涉及了未出生的小孩，上一代有義務與責任避免可能會導致孩子受到

傷害的行為，例如懷孕時剋藥、酗酒以及採取無性生殖的方式。生殖自由不是絕

對的權利，雖然保障了個人有權決定是否要小孩，但不表示可以任何方式獲得，

例如法律對於近親相姦 (incest) 的禁止就是一例。 
 
SCNT的實驗對於供卵者與懷孕者一樣也會造成傷害。對於提供卵細胞者，

因為要接受賀爾蒙刺激以排卵，而且研究的數據顯示必須要有大量的供卵，形成

胚胎的可能性才會提高，這對供卵者的身體健康是一大威脅31。再者，接受重組

胚胎植入者，因為 SCNT導致胚胎畸形的機率極高，因此有可能導致妊娠者時常

必須進行人工流產，而且通常會發生在懷孕晚期，這使母體承受極大風險32。因

此反對者認為 SCNT 不但應該禁止應用於人類，連實驗階段也不可以人類胚胎從

事，否則如果產生異常胚胎而將之「銷毀」，就是對人類生命的不尊重與不負責

任33。 
 

二、商品化與「製造生命」問題 (Problems of Commodification and 
Manufacture) 
 
此主要指生殖性無性複製會導致將人類胚胎當作商品，藉由挑選體細胞的

來源，父或母可以決定下一代的基因組合，這還是在未變動體細胞的基因組合的

情況下。無性複製使得父母不僅僅只是有權決定他們是否 (whether) 要小孩，而
且更進一步可以決定要哪一種 (what kind) 的小孩。誠然目前人工生殖技術中的
PGD對於產前避免遺傳疾病、甚至於在性別的挑選等上，使得某個程度上，父

母有權力較自然的生殖去控制下一代，但是這畢竟仍然只是少數且特定的基因性

                                                 
29 NAS, supra note 27, at 76-77. 
30 PCBE Cloning Report with Kass, supra note 4, at 101-05. 
31 例如 2004 年 2月南韓漢城大學的Woo Suk Hwang與 Shin Yong Moon以 SCNT的方式，創造
出人類胚胎欲獲得胚胎幹細胞以行治療性無性複製，但是其是對 16位志願者以賀爾蒙刺激的

方式，讓每位在一個月經週期內排出 12至 20顆卵，最後共用了 242顆卵才完成 30個左右的
胚胎。雖然志願供卵者並沒有獲得任何金錢上的報酬，而且也都簽下了告知後同意書，但是基

於以賀爾蒙刺激排卵的方式，容易導致婦女普遍性的不適感與心情上的沮喪，甚至於可能導致

血管堵塞與提高中風機率，因此也引起人權團體 People's Solidarity for Participatory Democracy
的高度關切，以及其他生物倫理團體要求政府國家人權委員會 (National Human Rights 
Commission) 的介入調查。See David Cyranoski, Korea's Stem-Cell Stars Dogged by Suspicion of 
Ethical Breach, available at 
http://www.nature.com/cgi-taf/DynaPage.taf?file=/nature/journal/v429/n6987/full/429003a_fs.html  
(last visited Mar. 1, 2004). 

32 PCBE Cloning Report with Kass, supra note 4, at 100. See also NBAC Report, supra note 2, at 
64-65. 

33 GOODNOUGH, supra note 3, at 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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狀，人工生殖仍然無法完全決定下一代的基因34。無性複製在未來，甚至有可能

更進一步變成設計 (design) 下一代基因組合的程序35，今天允許不變動而移植體

細胞，明天就很有可能變成可以修改體細胞而移植36。 
 
上一代對於下一代的基因控制權，在今日科技發展之下是越來越容易，但

是這種力量其實有如雙面刃 (double-edged sword) ，在選擇的同時，也是誤解下
一代幸福的意義，因為未來永遠是不可知的，今日之優有可能變成明日之劣，而

且這樣也是在獨斷哪些是適當或不適當的37。此外，無性生殖提供一個機會讓我

們省思何謂生殖與養育、有性與無性的意義。對人類生殖過程及「產物」越來越

多的控制，是使得「性已死亡」 (“sex is dead” scenario) ，是組裝線式的 (an 
assembly-line type) 生產過程，甚至於可能像美麗新世界 (Brave New World) 中
的為政府所用38。「獲得」 (beget) 與「製造」 (make) 是不同的，反對者認為孩

子是給予我們的恩賜 (gift) 而不是一個產品 (product) ，是生命自我對於人不免

一死的答案 (life’s own anwser to mortality) 39。人工生殖雖然使得這個過程不再

那麼神秘，但是畢竟其仍然屬於有性生殖，有著獨一無二與無法預測的基因組

合；而無性生殖則不然，會使得小孩成為父母控制下的物品，會成為父母滿足自

己冀求的工具。 
 
更進一步地，如果 SCNT真的「上市」而可以為一般人所接近使用，則必

然是較富裕者更有能力享受這種「服務」，結果是因為卵細胞需求量大，所以產

生對貧窮婦女剝削的問題，使其處於不合理的風險承擔狀態中40。而且變化過後

的「商品」也可能出現，產生例如「無腦人」式的「器官工廠」。或者即使不是

無腦的單純「後備」，也可能出現在生殖性無性複製後，剝取該新出生之人身上

的器官供富者移植與延續生命 (human clones as organ donors) 41，這樣是違反人

性尊嚴 (human dignity) 以及任何人都是獨立個體的普世價值。雖然在禁止的情

況下不可避免仍然會有許多「黑市」或「地下工廠」 (underground factories) 存
在，但是法律仍然必須制定以宣示不法，以收遏阻效果以及避免「一通電話、服

                                                 
34 PCBE Cloning Report with Kass, supra note 4, at 116-20. 
35 Id. at 120-23. 與所謂的「新優生學」 (new eugenics) 有關。傳統的優生學是在避免患病與畸
形兒的出生，但是現代新優生學則藉由科技而增進下一代的基因組合；傳統的優生學是消極的 
(negative) ，新優生學則是積極的 (positive) ，這些又與所謂「健康的」 (health) 之定義、治
療 (therapy or healing the sick) 與增進 (enhancement or improving our powers) 關係等概念有

關。 
36 Kunich, supra note 6, at 20-21. 此種說法也與滑坡效應有關。 
37 PCBE Cloning Report with Kass, supra note 4, at 91-95. See also NBAC Report, supra note 2, at 

71-74. 
38 Brock, supra note 5, at 160-61. 
39 PCBE Cloning Report with Kass, supra note 4, at 8-9. 
40 Id. at 106. 
41 Laura J. Hilmert, Cloning Human Organs: Potential Sources and Property Implications, 77 Ind. L.J. 

363, 367-70 (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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務到家」 (dial-a-clone) 的情形發生42。 
 

三、主體性與自由意志問題 (Problems of Individuality and Free Will) 
 
首先是因為以 SCNT出生之小孩在基因組 (genome) 上與體細胞來源者完

全相同，因此反對者認為未出生小孩即便健康地出生，但是心理上的傷害與無性

複製後症候群 (post-cloning syndrome, PCS) 難以避免，也就是在自我認同 
(identity) 與主體性上會減弱43，因為好似有個人已經替你或妳過了前大半輩子，

擁有獨一無二基因認同的權利 (the right to a unique genetic identity) 是被侵害
的。基因組成誠然不是決定未來命運的唯一要素，但是與眾不同的基因組合也是

讓我們去面對未來的主要力量，無性複製是侵害了小孩擁有一個開放未來的權利 
(the right to an open future) 。同卵雙胞胎雖然也是有著相同的基因組合，但是因

為畢竟其仍然是同時出生、生長與生活，不會有著看到一個老了幾十歲的「你」

的問題44。此外，由於其體細胞提供者可以輕易探得其基因組 (genome) ，因此
小孩是處於暴露的狀態，以此方式出生可謂毫無基因隱私權 (genetic privacy) 可
言。 

 
未出生之小孩在此顯然不可能獲得其自由意志決定是否要以無性生殖之方

式出生，但是也正因為無法獲得其同意，所以上一代更必須擔負起證明以 SCNT
之方式，較其他方式更安全的責任45。由於 SCNT必然需要再經人體實驗的階段
才有可能真正應用，而未出生小孩是處於脆弱且容易受傷的狀態，不但不可能獲

得其同意46，即便有代理人或獲得其同意，科學研究實驗也不能以其為對象。

SCNT所產生的自由意志問題，還包括特別是對於供核者「告知後同意」問題。
因為只要以體細胞即可以行 SCNT，而體細胞的取得顯然比其精卵容易許多，一

根頭髮、一小塊皮屑，裡面都有成千上萬的體細胞，要在其擁有者不知情的情況

下取得有如折枝。違反供核者同意而行 CPC後，未來尋找「己身所從出」的情

形會相當嚴重，因為世界各地可能都有以你體細胞所生出的另一個你存在，而你

毫不知情。再者，複製已逝之摯愛不但是不切實際的想法，而且此時也沒有取得

其同意，仍存之遺族可否自行決定以其體細胞行「死後無性生殖」，也是難以解

                                                 
42 GOODNOUGH, supra note 3, at 44. 
43 NBAC Report, supra note 2, at 65-67. But cf. Lee M. Silver, Popular Cloning versus Scientific 

Cloning in Ethical Debates, 4 N.Y.U. J. Legis & Pub. Pol’y 47, 52 (2000). 
44 See PCBE Cloning Report with Kass, supra note 4, at 114-16. See also Andrews, supra note 17, at 

653-54. But cf. F.M. Kamm, Cloning and Harm to Offspring, 4 N.Y.U. J. Legis. & Pub. Pol'y 65, 
70-74 (2000). 

45 PCBE Cloning Report with Kass, supra note 4, at 105-06. But cf. PENCE, supra note 1, at 202. 
46 在胚胎尚未形成前，根本無生物上的生命存在，當然無所謂同意與否的問題。但是在胚胎形
成植入母體並且發育出神經與腦系統後，未來如果因科技進步使我們可以探知胚胎或胎兒的意

志，而萬一他或她告訴我們說不想出生，那怎麼辦？參法國著名的哲理小說，PASCAL BRUCKNER
著，李雪玲譯，《拒絕出生的胎兒》，頁 49-57，九歌 (2003)，生動描述是胎兒的主角魯毅，不

願意像他姐姐出生後喪失在子宮內獲得的知識，因而「決定」不出生的故事。此或許目前仍然

是科幻小說的情節，但是人類行無性生殖，在多年前也一樣被認為是不可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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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且複雜的問題。 
 
持如此理由的看法並且認為以 SCNT之方式孕育小孩是否屬基本自由必須

加以檢討 (It is necessary to examine whether the choice to create a child via somatic 
cell nuclear transfer cloning would be viewed as a fundamental liberty.) ，美國聯邦

最高法院雖然就生殖基本權已有判決，部分的聯邦上訴法院也認為人工生殖係受

生殖自由保障，但是無性複製與人工生殖是否等同視之，依既有之判決難以論斷
47。並且，生殖 (procreation) 在生物的層次 (biological level) 上，是指男性與女

性的合作 (cooperation of a male and female) ；在世代的層次上 (generation 
level) ，是指基因的傳遞，是父母與小孩的關係 (between a parent and children) 。
無性複製僅能認為是「一個已存在的世代之基因複製品」 (a genetic duplication 
within an exiting generation) 。更重要的是，即便無性複製係受生殖自由所保障，

但是以目前技術的不成熟以及所可能產生的心理與社會傷害，也足以支持禁止無

性複製人類，並且通過司法嚴格的基準審查 (strictest scrutiny) 48。 
 

四、家庭與世代關係問題 (Problems of Family and Generation Relations) 
 
由於無性生殖性複製需要供核者、供卵 (host cell) 者以及懷胎者，在女性

的情形可以獨自完成。但是在男性的情形尚須另一位女性的協力，如果該男性是

同性戀者，在同性婚姻合法的情形下，則關係勢必變成至少有三人的複雜狀況。

如果是女同性戀者，互相以對方的體細胞及自己的 host cell 行兩次 SCNT，以傳
統觀念認為分娩者為母親的情況下，則該女同性戀中的任一人，既同時是父親、

同時也是母親。例如假設女同性戀者甲與乙，她們欲生二個小孩丙丁。第一次以

甲為供核者、乙為供卵者暨懷胎者，則出生的丙要稱甲為父親、乙為母親。第二

次以乙為供核者、甲為供卵者暨懷胎者，則丁要稱乙為父親、甲為母親。甚至可

以假設更複雜的狀況，例如甲為供核者、乙為供卵者，但是懷胎者是甲，在將供

核者比擬作提供精子者的情況下，此時出生的小孩究竟母親是誰？甲是類似提供

精子在生物遺傳意義上的父親，但是也因有分娩故是生理分娩意義上的母親，而

生物遺傳意義上的母親則為提供 host cell的乙。換言之，無性生殖使「家庭關係
複雜化」49。生命科技演進使得生物遺傳意義上的 (biological) 、生理分娩意義

上的 (gestational) 與社會撫育意義上的 (social) 母親可以由不同的女性擔任，異

於傳統上三者合一的狀況，而無性生殖又是較代理孕母產生更為複雜的問題。 
 
即便在傳統的異性婚姻之下，假設較為單純而家庭關係沒有那麼複雜的例

子，由夫作為提供 donor cell者、妻作為提供 host cell者，所生出的小孩與父親
在基因組 (genome) 上相同，此時父親所養育的究竟是他的兒子，抑或是他的同
                                                 
47 NBAC Report, supra note 2, at 93-95. 
48 Id. 
49 Id. at 67-69. See also Kunich, supra note 6, at 19. But cf. Silver, supra note 43, at 55-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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卵雙胞胎弟弟？等到小孩長大後，萬一與父親發生對母親在感情上的競爭、較量

或嫉妒問題，或者甚至與「母親」發生戀情，則關係更加複雜。再假設就算明定

夫妻各為小孩的父母，但是這對夫妻之後因故離婚，則小孩的監護權應歸誰所

有？歸給基因組 (genome) 來源的父親？如果歸給母親，則母親如何面對一個只
擁有自己不到百分之二 mtDNA，但是與離異對象卻有百分之九十八以上相同

DNA的小孩50？再者，撇開家庭關係不談，這個與供核者基因組 (genome) 上完
全相同小孩，面對他的祖父時，在生物意義上其實是祖父的兒子，本來層層相傳、

瓜瓞緜緜的「世代關係即因此崩解」，無性複製因此模糊 (blur) 了父父子子的倫

常關係，所以為論者所反對。 
 
最單純地由一位女性行 SCNT的狀況，其實除了家庭關係複雜與世代關係

崩解外，尚會出現小孩因此被剝奪了「擁有父母雙親權利」的問題。俗話說「誰

人無父母？」，傳統生殖狀況下，只要是出生為人的，必然擁有血源上的父母雙

親。不論是收養他人小孩、使用捐贈精卵或行體外受精，這個小孩必然也會有生

物意義上的父母親，以及法律上的父母親51。其必然是經過精卵結合而出生的，

不可能是從石頭中蹦出、憑空掉下來的。以往雖然有遺腹子、離婚或丈夫過世等

的單親家庭，然而孩子在觀念上與心理上仍然是有爸爸的，但是無性複製則不

然，第一次使得子嗣可能只具有一個親代，孩子在生長與發展過程中，完全被剝

奪了擁有父親的權利。 
 

五、社會與生物關係問題 (Problems of Social and Biological Relations) 
 
「社會關係」上的問題主要是指無性複製是加深不平等 (deep inequality) 的

開始。本來環境上的不平等 (environmental inequality) ，有的人是含著金湯匙、

有的人卻是蓋著破報紙出生的狀況已經很嚴重了，而無性複製卻是使得我們可以

藉由選擇體細胞之來源，而繁衍出特定的子嗣，甚至於可以像挑選速食似地購買

孩子的基因組成。而在安全性與成功率都確定後，這樣的消費者必然也是富有者

比較負擔得起，結果是造就了生物案例上的「富者越富、貧者越貧」 (a biological 
case of “the richer get richer, the poor get poorer.”) ，貧窮人家的孩子競爭力越來越

差，並且因為這種差異是寫在生物學上的 (written into biology) ，透過賦稅或社
福等機制也難以修正52。這種因無性複製技術而產生的社會關係分化問題，產生

所謂的主宰種族 (master race) 53，以及在西元二三五 O 年，有經過基因選植，

並且不斷無性複製，以保存這種當初父或母花大錢，所得來的優良基因的「基因

族」 (the GenRich) ；以及自然生殖，不斷經過隨機基因組合，而損失親代優良

                                                 
50 PCBE Cloning Report with Kass, supra note 4, at 123-26. But cf. David Orentlicher, Cloning and 

the Preservation of Family Integrity, 59 La. L. Rev. 1019, 1027-33 (1999). 
51 Nanette Elster, Who is the Parent in Cloning?, 27 Hofstra L. Rev. 533, 538-41 (1999). 
52 PENCE, supra note 1, at 207. 
53 GOODNOUGH, supra note 3, at 45-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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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因的「自然族」 (the Naturals)，兩者之間所形成新的封建社會問題54，使得反

對者認為應該禁止以無性方式生殖。 

 

另外就是無性生殖並不只是涉及想要從事者以及所繁衍出的後代而已，無性

生殖也使得社會的其他成員處於高度的危險當中，因為你永遠不知道將來的配偶

是否係以你的體細胞為供核所產生者，例如修正其性別染色體而繁衍出的異性？

我們是否允許無性生殖，涉及我們希望有一個什麼樣的繁衍後代制度，例如我們

是否允許近親通婚 (incest) 或一夫多妻、一妻多夫的多婚性制度 (polygamy) ？
如果現代社會繁衍後代建立在一夫一妻的家庭制度上，則無性生殖就應該禁止
55。再由社會的「生物關係」上來看，反對者認為無性生殖也會侵害所謂的基因

多樣性 (diversity) ，經由有性生殖所產生的不同基因組成，正是我們面對達爾

文天擇理論時的依靠56，如果人類生存環境發生大變動，則至少不會所有的人類

因為基因完全相同，而全部被淘汰滅絕。換言之，也就是人類的基因庫 (gene pool) 
會因無性生殖而減少變異性，所以應該禁止無性生殖57。 

 
六、其他不自然與濫用等問題 (Unnatural and Abusive Problems) 

 
反對者除了上述的理由外，另外常見的也包括認為無性生殖是不自然的 

(unnatural) 、是違反生物定律的愚弄造物主 (fool Mother Nature) 行為58。因為人

類自然狀況下不會行無性生殖，動植物能用的不代表人類就能使用，大自然演化

必然有其道理，人類發展無性技術而「逆天」 (against nature) 為之是不正確的59。

另外就是無性複製會為邪惡的 (perverse) 、有心人士的濫用 (abuse) ，例如希特

勒大軍60、麻原彰晃61或是那西塞斯者 (narcissist) 62，都代表了這樣的想法。因

                                                 
54 LEE M. SILVER著，李千毅、莊安祺譯，《複製之謎：性、遺傳和基因再造》，頁 17-20，時報 (1997)。
其假設在 2350 年，優等的有經過基因選植的稱為 alpha族，次等的原種的為 epsilon族，兩族

間並禁止通婚或性行為，以避免 alpha純種的優良基因被沖淡，甚且社會學家發現兩種人間通

婚後的不孕率高達 90%，不孕的原因是因為兩者間的基因構造已無法相容，情形就有如現在人

類對黑猩猩，兩族已發生「物種分離」(species separation) 的現象。 
55 PCBE Cloning Report with Kass, supra note 4, at 126-27. 
56 See Andrews, supra note 17, at 656-57. 
57 Cf. PENCE, supra note 1, at 201-02. 其認為無性複製必須先經 IVF，其大約只有 20%的成功率，

然而每次花費卻高達近 8000美金，因此欲嘗試無性複製的人僅會是極少數。而且以無性方式

出生的小孩於長大後，應該會比較傾向有性生殖，未必會再以無性方式繁衍下一代。所以以目

前全球人口約 62億計算，無性生殖對於人類基因庫的影響是微乎其微的。 
58 Kunich, supra note 6, at 2-3.  
59 Cf. Silver, supra note 43, at 55-56. 認為每一次我們以醫藥治療疾病或預防死亡時，我們就是在

違反自然，因為「疾病與死亡」和「出生與生存」都一樣「自然」 (natural) 。並且認為所謂
的「違反自然」或進一步地「直覺認為錯誤」，都已經不再只是倫理上的理由，反而比較是接

近宗教上的理由，就像是 17世紀天主教反對伽利略一樣。 
60 例如在桃莉之後，德國的明鏡週刊 (Der Spiegl) 就以複製出來的希特勒軍團為封面，參 IAN 

WILMUT, KEITH CAMPBELL & COLIN TUDGE著，陳紹寬、朱佩雯譯，同前註 12，頁 29。 
61 日本狂熱教派奧姆真理教教主，1995 年 3月涉嫌在東京地鐵裡施放毒氣，造成多人死亡。但

是論者也指出就算麻原彰晃複製了 12個如他自己的孩子，經過 20 年後這 12人長大成人，其
危害程度也未必會超過他以傳統有性生殖方式所生下的孩子，參 LEE M. SILVER著，李千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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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為避免無性複製基於這些邪惡動機而使用，所以反對者認為應該禁止。 
 
 

3.2 世界各國對於複製技術之態度 

 
「傳說中有一種鳥一生只歌唱一次，但是其聲音甜美無與倫比。、、、雖然

它用生命作為一首清亮歌唱的代價，但是全世界的人都會側耳傾聽，連上帝也會

因之微笑。」63。桃莉正是如此，雖然它僅曇花一現地短暫出現，但是卻引起各

界對於複製人更多的正眼注視，還有全世界的側耳傾聽與著手作為。因此在進入

無性複製之法律意義的分析之前，除美國態度為本文所主要比較參考者，故散見

於本文各章節外，其他世界上主要國家對於無性複製 (cloning) 之態度，根據文

獻的分析大致可以先歸納為以下三點： (一) 各國均傾向立法禁止「生殖性無性

複製」，但容許在不同程度的監督下從事「治療性無性複製」。 (二) 只有少數的

國家立法是特別針對「無性複製人類」所制定之專法。 (三) 沒有國家表態認為

任何目的之「無性複製人類」均是合法的64。因此以下除非洲外，以另外的四大

洲為區分，將全世界注目傾聽與作為的狀況分別簡述65，而由當中可以再發現二

點： (一) 世界各國很明顯地將人類無性複製視為洪水猛獸並欲除之而後快 (an 
obvious and dreadful evil to be preemptively eradicated) ，這說明了對其一個更深入

的了解，以及正確的教育是迫切必要的，如此方能使立法基礎是植基於實際而非

幻想之上。 (二) 各國立法行動與反應雖有相同之處，但是仍然有具體差異。規

範最細致並最尋求利益平衡者，往往不是來自科技最進步或最富足的國家。各國

都有本身自己的政策考量，強趨與世界潮流相符 (Procrustes) 未必是最佳立法途

徑66。故如何在本國利益與世界接軌之間尋求平衡式的立法，下列各國簡介可供

予以參酌。 

 

                                                                                                                                            
莊安祺譯，同前註 54，頁 123-25。 

62 那西塞斯 (Narcissus) 是希臘神話中一美少年自戀其水中之影，卒致憔悴而化為水仙花的故

事，故那西塞斯者，即指自戀欲、自我崇拜者之意。Cf. PENCE, supra note 1, at 205. 
63 [T]here is a legend about a bird which sings just once in its life, more sweetly than any other 

creature on the face of the earth….One superlative song, existence the price. But the whole world 
stills to listen, and God in His heaven smiles.” See COLLEEN MCCULLOUGH, THE THORN BIRD 
(1977). 

64 Paul Lesko & Kevin Buckley, Attack of the Clones…and the Issues of Clones, 3 Colum. Sci. & Tech. 
L. Rev. 1, at 22 (2002). 

65 由於無性複製技術牽涉甚廣，包括基因科技與生殖科技等均有涉及，因此以下並非僅以無性
複製狀況為限，只要有所涉及之態度均稍加略述，並且除各國內國法外，有涉及之區域性國際

條約亦一併述之，合先敘明。而關於世界各國對於基因科技的管制法規名目，可以參何建志，

〈世界各國基因科技相關法令摘要〉，載於《生物科技與法律研究通訊》第 1期，頁 13-16 
(1999/1)。 

66 JOHN CHARLES KUNICH, THE NAKED CLONE: HOW CLONING BANS THREATEN OUR PERSONAL 
RIGHTS 63 (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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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1 美洲－以秘魯與加拿大為例 
 

除美國以外，在美洲方面涉及的是一九六九年的人權條約 (the American 
Convention on Human Rights of 1969) ，此條約已有阿根廷、巴西、智利、瓜地

馬拉、巴拉圭與烏拉圭等二十六個國家簽署67，此條約雖然主要不是在規範人類

無性複製，但是因為約文中強調「每一個人的生命，從受精懷孕 (conception) 的
時點開始，都應該受到尊重與法律的保護」，因此一個無性複製的人類胚胎亦可

能符合而受該條約的保護。但是因為 conception除受精外亦涉及懷孕 (pregnancy) 
的意義，所以亦有論者認為「無性複製」或至少是「治療性無性複製」並不被包

括，因此不是所有的人類無性複製都可用此條約規制。因為國際性條約用語的模

糊以及不見得可直接為內國所援用，故明確以內國法律禁止無性複製人類的，有

阿根廷、巴西、秘魯與千里達等國；模糊性用語而解釋上認為係禁止的，有墨西

哥、厄瓜多爾、玻利維亞與哥斯大黎加等國68。 

 

例如阿根廷規定規定「禁止任何與人類有關之無性複製實驗  (Cloning 
experiments regarding human beings are prohibited.) 69。」。巴西則規定禁止對於人

類生殖細胞以及遺傳物質在體外的基因改變，但是為了治療遺傳疾病則不在此

限；哥斯大黎加亦有類似之規定70。又例如南美的秘魯 (Peru) 與無性複製有關
的規定，是在其一九九七年的「大眾衛生法」 (General Health Law) 中。其規定：
「每個人都有權利使用任何方式治療其不孕，包括使用人工生殖的方式，只要遺

傳上與分娩之母親係屬同一人即可。但是使用人工生殖必須得生物上的雙親事先

的書面同意71。」。其接著又規定：「禁止以生殖以外之目的使人類卵細胞受精，

包括以人類無性複製之方式。 (The fertilization of a human ovum for purposes other 
than procreation is prohibited, as well as the cloning of human beings.) 72」，違反者依

其二 OO二年一月十六日後的刑法 (Peruvian Criminal Code) ，要處六年以上八

年以下73的有期徒刑74。秘魯這樣的規定是永久性的禁止生殖性複製人類，而且

不論是以胚胎分割之有性方式或 SCNT之無性方式。以研究之目的而使胚胎受精

                                                 
67 Lesko & Buckley, supra note 64, at 23 n.21. 
68 Id. at 24. 
69 See George J. Annas, Lori B. Andrews & Rosario M. Isasi, Protecting the Endangered Human: 

Toward an International Treaty Prohibiting Cloning and Inheritable Alterations, 28 Am. J. L. and 
Med. 151, 178 (2002). 

70 Id. at 177-78. 
71 Every person has the right to use a treatment for his/her infertility, as well as to procreate through the 

use of assisted reproduction techniques, with the condition that the genetic mother and the birth 
mother are the same person. A previous written consent from the biological parents is required for the 
application of assisted reproduction techniques. See KUNICH, supra note 66, at 82. 

72 Id. 
73 Any person that makes use of any genetic manipulation technique with the purpose of cloning 

human beings will be punished with imprisonment for not less than six years nor more than eight 
years. Id. at 75.  

74 Annas, Andrews & Isasi, supra note 69, at 1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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固然不允許，以生殖之目的而無性複製出胚胎亦同，但是觀其文義，以研究之目

的而無性複製出胚胎則不為所禁，因此治療性複製在秘魯並不受禁止。僅有生殖

性複製、包括以胚胎分割與體細胞核移轉之方式 (clone) ，以及以研究為目的之
人工受精是受禁止的75。 

 
北美洲的加拿大對於新興生殖科技設有皇家委員會 (Royal Commission on 

the New Reproductive Technologies) 加以管制，一九八九年至一九九三年間在無

法律規定的情況下，即制定相關研究準則 (guidelines or principles) 以供遵循。一
九九六年則提出 C-47 號法案 (Human Reproductive and Genetic Technologies 
Act) ，針對包括無性複製在內的等十三項行為加以犯罪化，但是隨即因一九九

七年的大選而胎死腹中76。之後則於一九九九年第三十六屆國會一讀通過禁止複

製人類的刑法修正草案，並且禁止對於生殖細胞的基因加以改變之行為77。此法

為 C-247 號法案78，但是也一樣因二 OOO 年之大選無疾而終。加拿大在之後則

設立了 HC-PCB (Health Canada, Policy and Consultation Branch) 作為研究諮詢與
證照管制之機構。除此之外，其又設有 CIHR (Canadian Institutes of Health 
Research) ，是一個橫跨另外十三個不同研究機構的研究諮商網路 (network) 79。

在二 OO二年三月並制定幹細胞研究指導方針，基本上是禁止生殖性與治療性無

性複製的，雖然仍允許政府基金繼續在額外的胚胎上作研究，但是對於私人基金

則是完全禁止，就此在公的方面比美國自由，但是在私的方面比美國嚴格80，但

是總的來說，加拿大在目前仍然沒有明確之法律規範81。 

 

3.2.2 歐洲－以德國與英國為主 
 

一九九八年歐洲議會對於「人權與生物醫學公約」 (Convention on Human 
Rights and Biomedicine) 提出關於「禁止無性複製人類」的附加議定書，共有包

括捷克、匈牙利、希臘、葡萄牙與西班牙等十一個國家簽署並批准，以及包括丹

麥、法國、義大利、瑞典、瑞士與波蘭等十八個國家簽署但尚未經批准82。而像

                                                 
75 KUNICH, supra note 66, at 75. 
76 ANDREA L. BONNICKSEN, CRAFTING A CLONING POLICY: FROM DOLLY TO STEM CELLS 157-58 

(2002). 
77 翁大鈞，同前註 8，頁 115。 
78 [N]o person shall knowingly (a) manipulate an ovum, zygote or embryo for the purpose of 

producing a zygote or embryo that contains the same genetic information as a living or deceased 
human being or a zygote, embryo or fetus, or implant in a woman a zygote or embryo so produced; 
or (b) alter the genetic structure of an ovum, human sperm, zygote or embryo if the altered structure 
is capable of transmission to a subsequent generation. See BONNICKSEN, supra note 76, at 158. 

79 Id. at 159. 
80 Lesko & Buckley, supra note 64, at 25. 
81 加拿大其他機構，例如 NCEHR (National Council on Ethics in Human Research) 與 CBAC (The 

Canadian Biotechnology Advisory Committee) 等，也都針對 cloning有研究與報告。 
82 Kunich, supra note 6, at 15 n.75. 



3. 生殖性複製之法律意義 

 87

下述的德國與英國則均未簽署，但是德國所持理由是該附加議定書太過寬鬆，反

之英國則認為太過嚴格。在二OOO年九月歐洲議會投票表決「人類無性複製決

議」 (Resolution on human cloning) ，以二三七票對二三O票的些微差距，通過
反對人類胚胎無性複製研究之決議，此項決議雖無拘束力，但是仍然重申歐洲議

會對於人類無性複製的一貫反對立場83。 

 

二OO三年七月十八日定案的歐盟憲法草案，其中Part-II與人權有關的部分
84，開宗明義於第一條即稱「人類尊嚴不可侵犯，並應受到尊重與保護。」 (Human 
dignity is inviolable. It must be respected and protected.) 。於第三條「個人完整無
缺的權利」 (Right to the integrity of the person) 中，第二項規定在生物與醫學領

域內下列事項必須特別注意，其中第四款即規定：「禁止人類生殖性無性複製 (the 
prohibition of the reproductive cloning of human beings) 」85。歐盟憲法草案的其他

相關規定，尚包括第五條的禁止奴役與人口買賣規定、第九條的結婚與組織家庭

生活的權利、第二十一條禁止差別待遇條款中第一項的「禁止基於基因特點 
(genetic features) 」而為差別待遇、第二十四條孩童權利條款中第二項的「任何

與孩童有關的行為，不論是由公權力或私部門所為，都必須以孩童利益為優先考

量。」與第三項的「每個孩童都有與其雙親 (parents) 建立直接聯繫關係的權利。」

與第三十五條的依各國法律與政策接受醫療服務的權利等等86。歐盟於二OO四年

                                                 
83 參李素華，〈歐盟人類胚胎複製研究之法律規範爭議〉，載於《科技法律透析》第 12卷第 12
期，頁 7-8 (2000/12)。 

84 See http://european-convention.eu.int/docs/Treaty/cv00850.en03.pdf (last visited Mar. 1, 2004). 歐
盟憲法草案與人權有關的 Part-II分為 7大部分，分別是 1至 5條的「尊嚴」 (dignity) 、6至
19條的「自由」 (freedoms) 、20至 26條的「平等」 (equality) 、27至 38條的「團結」 (solidarity) 、
39至 46條的「公民權」 (citizen’s rights) 、47至 50條的「司法」 (justice) 與 51至 54條的
「一般解釋與適用條款」 (general provisions governing the interpretation and application of the 
cheater) 。 

85 Id. 第 3條第 2項的 1至 3款則為： (一) 依據法律所規定的特定程序之中，個人的自由與告

知後同意相關事項 (the free and informed consent of the person concerned, according to the 
procedures laid down by law) 。 (二) 禁止優生學之實施，特別是在於目的係特定人種的選擇 
(the prohibition of eugenic practices, in particular those aiming at the selection of persons) 。 (三) 
禁止以人類身體或其部分作為經濟來源的基礎 (the prohibition on making the human body and 
its parts as such a source of financial gain) 。 

86 Draft Treaty establishing a Constitution for Europe (emphasis added): 
Article II-5: Prohibition of slavery and forced labour 
“1. No one shall be held in slavery or servitude. 2. No one shall be required to perform forced or 

compulsory labour. 3. Trafficking in human beings is prohibited.” 
Article II-9: Right to marry and right to found a family 
“The right to marry and the right to found a family shall be guaranteed in accordance with the national 

laws governing the exercise of these rights.” 
Article II-21: Non-discrimination 
“1. Any discrimination based on any ground such as sex, race, colour, ethnic or social origin, genetic 

features, language, religion or belief, political or any other opinion, membership of a national 
minority, property, birth, disability, age or sex orientation shall be prohibited. 2. With the scope of 
application of the Constitution and without prejudice to any of its specific provisions, any 
discrimination on grounds of nationality shall be prohibited.” 

Article II-24: The rights of the child 
“1. Children shall have the right to such protection and care as in necessary for their well-being. The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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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月一日新加入波羅的海三小國與東歐中歐共十個國家，擴大為共二十五個國家

的規模87。而於尼斯條約後歷經二OO二年二月至二OO三年六月「準備階段」 
(Preparation Stage) 所出爐的憲法草案，未來還需經過至二OO四年六月為止的

「磋商階段」 (Negotiation Stage) 與各國的「批准階段」 (Ratification Stage) 方
能竟其功88，但是其憲法草案對於包括無性複製在內的生物技術多所著墨，並且

是處於保守傳統立場，能否與各會員國自身利益一致，仍有待進一步觀察89。 
 

而如德國是明確以內國法禁止複製人的國家不少，德國在一九九一年的「胚

胎保護法」 (Federal Embryo Protection Act, Embryonenschutzgesetz) 中延續其著
名的兩次墮胎判決的精神，避免胚胎成為他人的工具，禁止生殖性複製90，違反

者會受到五年以下的刑事處罰91。但是也因為嚴格禁止，所以使得德國一直有非

法自國外進口胚胎以供研究的情形，研究者不斷呼籲放寬限制，於二 OO二年德

國國會分別提出三種不同的版本考量修正上開法律規定，一是仍然完全禁止人類

胚胎幹細胞進口，因為基於憲法最高精神人性尊嚴之故；二是原則禁止，例外在

符合要件下許可，理由在於胚胎幹細胞研究對於人類疾病有所助益；三是基於憲

法所保障的研究自由，完全開放胚胎幹細胞的進口，並且如仍不敷使用，則應該

修正胚胎保護法允許利用德國境內之胚胎。德國在激烈辯論下，以略超過半數決

議採取上述第二方案92。因此德國於二 OO二年四月二十六日通過「胚胎幹細胞

法草案」，論者亦謂此舉或許是德國為保護憲法之研究自由之再次重申，但是亦

為對於生物科技研究持保留態度的德國政府，不得不屈服國際發展浪潮之表現
93。依據此草案，進口與利用胚胎幹細胞原則上是不允許的，但是如該胚胎是在

二 OO二年一月一日以前為人工生殖目的經體外受精形成，而非因胚胎本身因素

                                                                                                                                            
may express their views freely. Such views shall be taken into consideration on matters which 
concern them in accordance with their age and maturity. 2. In all actions relating to children, whether 
taken by public authorities or private Institutions, the child’s best interests must be a primary 
consideration. 3. Every child shall have the right to maintain on a regular basis relationship and direct 
contact with both his or her parents, unless that is contrary to his or her interests.” 

Article II-35: Health care 
“Everyone has the right of access to preventive health care and the right to benefit from medical 

treatment under the condition established by national laws and practices. A high level of human 
health protection shall be ensured in the definition and implementation of all Union polices and 
activities.” 

87 〈歐盟東擴增納十國影響非常深遠〉，工商時報，論壇 (2004/4/29)。 
88 See http://www.unizar.es/euroconstitucion/Treaties/Treaty_Const.htm (last visited Mar. 2, 2004). 
89 例如英國向來自外於歐盟統合，在許多議題上都與其他會員國不同調，這自然也包括無性複

製技術與胚胎幹細胞等爭議問題。但是英國政府於日前卻也突然改變強勢態度，認為歐盟憲法

草案可交付公投議決，然而一般咸認其通過之可能性不高，英國人民對歐盟憲法草案的支持僅

僅不到 40%，這無疑會使歐洲統合與制憲時間表受到一定影響。參〈歐盟憲法 中央集權化〉，
中國時報，國際新聞 (2004/4/29)。 

90 陳英鈐，〈人類幹細胞研究的法議題〉，載於《政大法學評論》第 67期，頁 14-19 (2001/9)。 
91 KUNICH, supra note 66, at 77. 
92 參李素華，〈德國將有限度開放人類胚胎幹細胞進口〉，載於《科技法律透析》第 14卷第 3期，
頁 6-8 (2002/3)。 

93 李素華，〈德國胚胎幹細胞法 (草案) 介紹與淺析〉，載於《科技法律透析》第 14卷第 7期，
頁 22-23 (200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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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需繼續利用於人工生殖目的，經權利人同意且無償讓與，不抵觸其他如胚胎保

護法等法律者，經主管機關允許者則可以對胚胎加以利用。胚胎利用的方式，僅

能為研究之用，且需經過許可。違反上述規定均有刑事制裁，且此法自施行起每

兩年均需向國會報告施行狀況，第一次係在二 OO三年底完成94。 

 

由上可見，德國關於胚胎利用有嚴格的規範，例外情形方能由國外進口，利

用的方式也僅侷限在研究上，可見複製人在德國仍然不受允許，況且如胚胎產生

是以體細胞融合的方式，是否符合德國上開法律所稱之胚胎 (精細胞與卵細胞的

結合) 仍有疑問，更遑論將之植入母體而發育為人。總的來說，德國目前不論是

治療性或生殖性複製均是不合法的，其禁止創造與其他胚胎、胎兒或不論是生存

或已逝者，在基因組成上相同 (genetically identical) 的胚胎，態度上是處於光譜

中最保守的一端，是否妥適並非無疑95。 

 

英國部分則比德國開放，其自一九七八年全球第一位試管嬰兒誕生，到一

九九七年桃莉羊的複製，英國在生物科技的實力不容忽視。而對於複製與生殖科

技，其是應不同階段而採取不同程度的管制96，主要的依據是一九九 O 年的「人

類受精與胚胎學法」 (the Human Fertilization and Embryology Act of 1990, 
HFEA) ，其授權主管機關 (Human Fertilization and Embryology Authority) 管制
人類胚胎的利用與創造，其原本的態度是支持治療性無性複製，但是反對生殖性

無性複製，HFEA賦予主管機關事先許可之權限，規範無性複製方式創造之胚胎
不得讓其發育超過十四天，而且該胚胎亦不得植入母體。之後在二 OO一年一月

二十二日，貴族院議決通過先前由平民院通過的 HFEA修正案，使得利用核移轉

的方式製造的人類胚胎可以作為研究使用，但是正式在法律中明文禁止生殖性無

性複製 (a license cannot authorize “replacing a nucleus of a cell of an embryo with a 
nucleus taken from a cell of any person, embryo or subsequent development of an 
embryo.”) 97。然而此法被支持生命優先的團體在法院裏挑戰，結果法院認為胚

胎由體細胞核融合形成者，並非上述法律所定義的胚胎，反而使得人類無性複製

在英國不受管制98，英國政府因此在二 OO一年十一月二十三日緊急通過新法，

禁止人類生殖性無性複製，但是歧見仍然相當多99，新法是否會受法院支持仍然

有待觀察100。 

 

英國而在上述判決後出爐的新法為「人類生殖性無性複製法」 (the Human 

                                                 
94 李素華，同前註 93，頁 23-26。 
95 KUNICH, supra note 66, at 68. 
96 陳英鈐，同前註 90，頁 11-14。 
97 See KUNICH, supra note 66, at 68. 
98 參王偉鴻，《治療性複製法律與倫理論證思維之研究－兼論禁止生殖性複製之法規範正當

性》，頁 69-73，台師大三研所碩士論文 (2003)。 
99 Lesko & Buckley, supra note 64, at 30. 
100 Elizabeth L. Shanin, International Response to Human Cloning, 3 Chi. J. Int’l L. 255, 257 (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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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productive Cloning Act of 2001, HRCA) ，僅有兩條規定，第一條規定「在婦女

體內植入非由受精程序所製造出之胚胎者，構成犯罪」 (A person who places in a 
woman a human embryo which has been created otherwise than by fertilization is 
guilty of an offence.) ，第二條規定違反者最高可處十年有期徒刑、罰金或併科之
101 (A person who is guilty of the offence is a liable on conviction on indictment to 
imprisonment for a term not exceeding 10 years or a fine or both.) 102。英國在這樣的

立法後，根據貴族院的幹細胞研究報告，原則上只能對於剩餘胚胎進行研究，只

有在不足時始得製造胚胎；且認為以體細胞核移轉技術所製造之胚胎與人工授精

之胚胎，兩者雖然在程序上不一樣，但是所面臨的問題是一樣的，雖然核移轉方

式亦可能同時用以製造無性複製人，但是此風險並不足以排斥該項技術作為其他

研究之可能103。二 OO一年的 HRCA用語簡潔，但是因為它是延續 HFEA而來

的，所以雖然像人類胚胎 (human embryo) 等詞可能會產生疑義104，但是英國態

度上反對生殖性複製則至少可以確定105。 
 
其他歐洲國家106例如丹麥也禁止從事會產生「基因組成相同的人類」 

(genetically identical individuals) 之實驗，解釋上並且係胚胎分割與體細胞核移轉
均在禁止之列，但是治療性複製則是允許的。西班牙在刑法中也禁止以 cloning
或其他任何方式使 identical human beings出生，違反者要處一年以上五年以下有

期徒刑，並且禁止其從事相關專業活動六年以上十年以下。挪威原本的法律原則

上禁止對人類胚胎從事研究以及以捐贈方式從事體外受精，解釋上不用修法也可

涵括複製技術，但是在一九九七年又另外修法規定禁止產生「基因組成相同的人

類」，用語與丹麥相同，並且另外立法定義稱其為擁有相同的基因組成 (the same 
gene set) ，而 mtDNA則不包括在內；禁止生殖性而允許治療性複製，違反者要

處三個月以下有期徒刑。其他例如芬蘭、瑞典與法國等均有所規定，但寬鬆不一
107。俄羅斯在二 OO一年十二月二十日，也經杜馬通過一個五年期的禁止人類複

製法律，並且正式在二 OO二年四月十九日生效108。另外像荷蘭除了禁止製造胚

胎以供研究與不得使胚胎在體外發育超過十四天外109，其也禁止生殖性複製 

                                                 
101 參朱世霓，〈英國有關複製人立法及胚胎幹細胞研究爭議發展始末及評析〉，載於《科技法律

透析》第 14卷第 3期，頁 12 (2002/3)。 
102 See KUNICH, supra note 66, at 67. 
103 朱世霓，同前註 101，頁 13-14。 
104 因為像產生桃莉的 SCNT方式是將體細胞的遺傳物質與卵母細胞 (egg or oocyte) 融合，而非
與胚胎 (an embryo) 融合，HFEA原本想要禁止產生桃莉的方式，但是所使用的定義卻不及於，

之後 HRCA雖是為填補漏洞而制定，然而用語是否正確也非無疑。See Henry T. Greely, Banning 
“Human Cloning”: A Study in the Difficulties of Defining Science, 8 S. Cal. Interdis. L.J. 131, 
136-37 (1998). 

105 KUNICH, supra note 66, at 68. 
106 Annas, Andrews & Isasi, supra note 69, at 174-77. 
107 例如荷蘭通過比較嚴格的禁令後，就有許多生技公司表示要遷移至比較寬鬆的芬蘭。Shanin, 

supra note 100, at 258. 
108 Lesko & Buckley, supra note 64, at 31. 
109 The following procedures are prohibited: (a) creating an embryo specifically for research purposes 

other than the induction of a pregnancy and using such an embryo in research or for purposes oth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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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erforming procedures with gametes or embryos with a view to the birth of 
genetically identical human individuals) 以及對於胚胎生殖細胞的改變的生殖方式 
(intentionally modifying the genetic material of the nucleus of human germ-line cells 
with which a pregnancy is to be induced) 110。甚且像瑞士在其聯邦憲法第一一九條 

(which is titled “Medical Assistance to Procreation and Gene Technology in the 
Human Field.”) 中，規範禁止任何形式的無性複製的111，也不是沒有。 

 

3.2.3 大洋洲－以澳洲與紐西蘭為例 
 

相較於英國是世界上第一個試管嬰兒出生的地方，澳洲在生殖科技上亦相

當進步，一九七九年其維多利亞省 (the State of Victoria) 是這個領域首屈一指的

先進地方，第一個冷凍胚胎於解凍後並受孕出生即發生在此處112。無獨有偶，自

一九八二年起其就指派以 Louis Waller為主席所組成的相關諮詢委員會，針對人
工生殖提出所謂的 Waller Report113。之後一九八四年就通過 Infertility (Medical 
Procedures) Act，一九九五年則修正為更嚴格的規定，對於多餘的胚胎從事研究

係屬犯罪行為，並且犯罪化從事無性複製實驗行為 (A person must not carry out or 
attempt to carry out cloning. Penalty: 480 penalty units or 4 years imprisonment or 
both.) 。同法並且對於 clone 有所定義，係指「在人體外創造出與他人或其他胚
胎在基因組成上相同的胚胎」 (‘clone’ means to form, outside the human body, a 
human embryo that is genetically identical to another human embryo or person.) ；而
所謂 human embryo 則指「受精時或自受精起人類胚胎發育的各個階段」 
                                                                                                                                            

than the induction of a pregnancy; (e) allowing an embryo to develop outside the human body for 
longer than fourteen days. See KUNICH, supra note 66, at 79. 

110 Id. 
111 Id. at 82-83. (1) Persons shall be protected against the abuse of medically assisted procreation and 

gene technology. (2) The Confederation shall legislate on the use of human reproductive and genetic 
material. It shall ensure the protection of human dignity, of personality, and of family, and in 
particular it shall respect the following principles:  

a. All forms of cloning and interference with genetic material of human reproductive cells and embryos 
is prohibited;  

b. Non-human reproductive and genetic material may neither be introduced into nor combine with 
human reproductive material;  

c. Methods of medically assisted procreation may only be used when sterility or the danger of 
transmission of a serious illness cannot be avoid otherwise, but neither in order to induce certain 
characteristics in the child nor to conduct research. The fertilization of human ova outside a woman’s 
body shall be permitted only under condition determined by statue. No more human ova may be 
developed into embryos outside a woman’s body than are capable of being immediately implanted 
into her; 

d. The donation of embryos and all forms of surrogate maternity are prohibited; 
e. No trade may be conducted with human reproductive material or with any product obtained from 

embryos; 
f. A person’s genetic material may only be analyzed, registered or disclosed with the consent of the 

person, or if a statue provides; 
g. Every person shall have access to the data concerning his or her ancestry. 
112 BONNICKSEN, supra note 76, at 160. 
113 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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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mbryo’ means any stage of human embryonic development at and from syngamy.) 
114，但是定義是否正確亦非無疑115。 

 
另外特別針對生殖性無性複製，二 OOO 年底通過的 Gene Technology Act，

則有更明確的禁止規定  (cloning of a whole human being means the use of 
technology for the purposes of producing, from one original, a duplicate or 
descendant that is, or duplicates or descendants that are, genetically identical to the 
original.) ，胚胎分割與體細胞核移轉均在禁止之列，違反者並要處十年以下有

期徒刑116。二 OO二年六月二十七日並且提出「胚胎研究及禁止複製人」法案 (the 
Research Involving Embryos and Prohibition of Human Cloning Bill 2002) ，後來並

將之一分為二，無爭議地先一致通過禁止生殖性複製之禁令，而留存爭議較大的

胚胎研究部份再審議117。之後於同年九月，眾議院則在毫無修正的情況下，將

Research Involving Embryos Act (RIHEA) 與 Prohibition of Human Cloning Act 
(PHCA) 兩部法案一併送交參議院審議，在政黨開放讓議員依個人確信投票下，

均順利通過成為法律。依 PHCA 之規定，禁止任何人以精卵結合以外之方式創

造人類胚胎，而植入人類或動物子宮亦受禁止，進出口此等胚胎亦同，違反者甚

至可處十五年以下有期徒刑，嚴格禁止之立場在 RIHEA也再次重申118。 

 

紐西蘭以兩年為期禁止所有形式的複製，但是例外允許其健康部長授權進

行複製實驗119，其在政策選擇上比較開放，human cloning 依一九八一年的

Medicines Act被認為是一種生技程序 (biotechnical procedure) ，除例外受許可外

係受到禁止。但是該法僅僅是暫時解決爭議，於二 OO三年一月三十日期滿後又

延長二年，因此目前仍然是處於限時法之狀態。而依該法之定義，「複製人類個

體」指人工合成之受精卵或胚胎，而其基因組成是其他受精卵或胚胎、胎兒、已

死亡或仍生存之人、或死產小孩之「複製」 (cloned human organism means an 
artificially formed zygote or an artificially formed embryo whose genetic structure is 
a copy (whether identical or not) of another zygote or embryo, or of a foetus, or of a 
dead or living human being, or of a still-born child.)，依此定義，複製技術不論其是

否與來源在基因組成上完全相同，包括胚胎分割與 SCNT 兩者的生殖性複製均受

禁止。而其「複製程序」指將上述複製人類個體植入母體之謂 (cloning procedure 
means the insertion or injection into a human body of a cloned human organism.) 
120，因此僅有生殖性複製受禁止，而治療性複製則不受禁止。此外，該法亦授權

                                                 
114 See KUNICH, supra note 66, at 73-74. 
115 Greely, supra note 104, at 137. 
116 KUNICH, supra note 66, at 74. See also BONNICKSEN, supra note 76, at 162. 
117 參朱世霓，〈澳洲胚胎幹細胞研究最新立法趨勢簡析〉，載於《科技法律透析》第 14卷第 11
期，頁 24 (2002/11)。 

118 See Bryn E. Floyd, Regulation of Stem Cell Research: A Recommendation that the United States 
Adopt the Australian Approach, 13 Pac. Rim L. & Pol’y 31, 51-52 (2004). 

119 Lesko & Buckley, supra note 64, at 31. 
120 See KUNICH, supra note 66, at 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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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部長組成或利用既有之相關委員會從事研究諮詢之工作，並且對於申請之個

案是否例外允許之問題上提供意見121。 

 

3.2.4 亞洲－以日本與中國大陸為主 
 

亞洲國家例如印度允許在監督下的治療性複製，但是仍禁止生殖性複製。韓

國目前沒有任何法律規範，雖然其在一九九九年議會有討論是否修正其生物技術

促進法 (Biotechnology Promotion Act) ，但是政府基本上熱衷於無性複製所能帶
來的競爭力與利益，例如前述二 OO四年以人類卵丘細胞無性複製出人類胚胎的

Woo Suk Hwang與 Shin Yong Moon，於同年四月即獲頒「最佳科學家獎」及二十

六萬美元的獎金，並且繼續以一百八十多位旗下研究者，從事無性複製已絕種的

西伯利亞虎，以及尋求以牛的卵細胞，替代人類無性複製當中所需的大量供卵之

各種有關實驗122。雖然南韓在二 OO三年十二月通過法律，要求所有涉及人類卵

子的研究實驗，都必須得到管制委員會的事先許可，但是該法的施行日期卻是由

二 OO五年一月才開始123。以色列在一九九八年亦通過五年期的法律，但是僅禁

止生殖性複製，仍然允許治療性複製124，該法為 Prohibition of Genetic Intervention 
Act，依該法第三條之規定，「禁止以下列目的而從事人類細胞的基因改變行為 

(intervention) ：一、無性複製人類。二、對於人類生殖細胞的永久改變並以此使

人類出生125。」，違反此項禁令者最高可處以兩年有期徒刑，但是其亦設有授權

其部長在諮詢相關專業委員會的意見後，在不損害人類尊嚴的情況下，可以依相

關的制定規則所列之例外情況特別允許126。故總結目前以色列禁止生殖性無性複

製，但是治療性無性複製則不在禁止127。 

 

日本目前在政府組織上設有與生物科技相關之各種委員會，大致是區分為

「複製技術研究」、「胚胎幹細胞研究」與「基因研究」三大領域，有系統地從事

各該領域的研究與規範128。在複製領域，日本在一九九七年桃莉誕生後就明白反

對複製人，其委員會於一九九九年十二月發布「有關複製人個體之產生」的聲明，

                                                 
121 KUNICH, supra note 66, at 76. 
122 See David Cyranoski, Stem-Cell Research: Crunch Time for Korea's Cloners, available at 

http://www.nature.com/cgi-taf/DynaPage.taf?file=/nature/journal/v429/n6987/full/429012a_fs.html 
(last visited Mar. 1, 2004). 

123 Id. 
124 Lesko & Buckley, supra note 64, at 32. 
125 During the period of time in which this law is in force, no act of intervention in human cells will be 

carried out, if the purposes of such act is one of the following: (1) Cloning human being; (2) To bring 
about the creation of a human being through the use of reproductive cells, which have undergone a 
permanent intentional genetic modification (Germ-line Gene Therapy). See KUNICH, supra note 66, 
at 78. 

126 Id. 
127 Id. at 74-75. 
128 鄧曉芳，〈簡介日本生技法制倫理規範趨勢－兼評析我國相關生技法規概況 (上) 〉，載於《科
技法律透析》第 14卷第 8期，頁 47-48 (200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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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示為避免人類走向物種化、工具化，並遵從憲法保障人權、維護家族社會秩序

之意旨，以及鑑於衛生安全等問題，對於利用成人體細胞核轉植技術製造人類個

體之複製研究，應以法律及刑事制裁加以禁止129。 

 

日本於二 OOO 年十二月六日通過「人類複製技術規範法」，共二十個條文，

其第一條立法目的即稱為「防止創造出與特定人具有相同基因構造之人 (複製人) 

或無法分辨屬人或動物之個體 (雜交個體) ，並規範足以導致類似前述個體產生

之人為方式，以謀求科學技術發展與社會及國民生活相互調和。」，其中第二條

將「胚胎」立法定義為生殖細胞以外之細胞，而有經由在人體或動物之子宮內發

育為個體之潛能，並且尚未形成胎盤者130；並且將不同種類的胚胎予以定義，其

中「人類複製胚」為人類體細胞核與人類去核卵融合而生之胚胎，「人類胚分割

胚」為由人類受精胚經由分割而生之胚胎，「人類胚核移植胚」為將人類受精胚

或具有細胞核之受精胚細胞與人類去核卵融合而生之胚胎131。同法第三條則禁止

將人類複製胚植入任何子宮，違反者依第十六條規定可處有十年以下徒刑，或科

或併科一千萬日圓以下罰金132。而人類胚分割胚與人類胚核移植胚，則未禁止植

入子宮內，故由此可見部分的「核移轉」以及「胚胎分割」後所產生的胚胎，仍

然可以植入母體發育為人，只不過依同法第四條必須由主管機關制定相關準則以

供遵循而已133。日本因此在二 OO一年公布「ES細胞 (胚胎幹細胞) 培植暨使用
指針」與「特定胚胎處理指針」，其大抵仍然是禁止將體細胞融合所產生的胚胎

植入母體或將之作其他利用134。而該「人類複製技術規範法」，雖然嚴格而言不

算是有日落條款的限時法，但是第二條也規定必須因應人類生殖科技之快速進

步，而隨時檢討修正135。 

 

中國大陸在二 OO 一年十二月就宣布其政府經費僅運用在治療性複製，而

                                                 
129 鄧曉芳，同前註 128，頁 52。又例如新加坡也在 2000 年設立了生物倫理諮詢委員會，針對各

項議題有系統地提出報告，甚至也包括專利核發與否之研究。See Taiwo A. Oriola, Ethical and 
Legal Issues in Singapore Biomedical Research, 11 Pac. Rim L. & Pol'y 497, 503-04 (2002). 而這種
胚胎組織與無性複製及智慧財產權的簡要關係，可再參 Sherry M. Knowles & Stephanie D. 
Adams, Who Owns My DNA?: The National and International Intellectual Property Laws on Human 
Embryonic Tissue and Cloning, 32 Cumb. L. Rev. 475, 480-83 (2001). 

130 A cell (except for a germ cell) or cells which has/have potential to grow into an individual through 
the process of development in utero of a human or an animal and has/have not yet begun formation 
of a placenta. See KUNICH, supra note 66, at 72. 

131 參蔡淑華，〈日本公布人類複製技術規範法〉，載於《科技法律透析》第 13卷第 3期，頁 6-7 
(2001/3)。其他尚有「人與動物雜交胚」、「人性融合胚」、「人性集合胚」、「人類集合胚」、「動

物性融合胚」與「動物性集合胚」等定義，大抵是以 donor cell與 host cell之不同而區分。 
132 同上註。 
133 See KUNICH, supra note 66, at 72. 
134 參鄧曉芳，〈日本公布「ES細胞 (胚胎幹細胞) 培植暨使用指針」〉，載於《科技法律透析》第

13卷第 12期，頁 11-14 (2001/12)。鄧曉芳，〈日本政府公布「特定胚胎處理指針」〉，載於《科

技法律透析》第 14卷第 2期，頁 12-14 (2002/2)。 
135 See KUNICH, supra note 66, at 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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不會運用於生殖性複製。其在技術方面雖然晚於西方國家136，但是著名的生物遺

傳學專家盧光琇最近也在湖南長沙宣佈，由她領導的湖南省幹細胞研究中心已成

功培育出世界上第一個治療用的複製人類胚胎，盧光琇在接受訪問時也認為生殖

性無性複製是不可抵擋的趨勢 (It is an irresistible trend.) 137，這顯示大陸在人類

胚胎複製技術已處於世界領先地位。二 OO一年其幹細胞科學家、同時也是軍事

醫學院輸血研究所所長的裴雪濤表示，中國科學家將會遵守國際上有關禁止複製

人的原則。但人體器官複製已得到國際科技界鼓勵的研究方向。因此其已成功在

人體外複製出人骨、血液、神經和皮膚等組織，接下來的挑戰就是複製更複雜的

人體器官。首先列入複製計劃的是血管、食道和膀胱。如果順利，幾年後中國就

可以複製出能夠應用的人體器官，以替代人體受損的器官138。胚胎幹細胞的取得

上，大陸也在二 OO三年驚人地以兔子的卵母細胞為 host cell，融合成人類無性

複製胚胎139。而在生殖性複製部分，其甚至於在二OO二年其也發展出將體細胞

核先與卵子融合，之後再將卵子的細胞核除去的技術，並且結果顯示此舉大幅提

高重組胚胎的存活率140。 

 

因此雖然已有十三億人口的中國大陸，其衛生部已明確表態反對複製人，但

贊成以治療和預防疾病為目的，進行人類胚胎幹細胞研究的政策141，然而盧光琇

於上開實驗成功後，其年度的研究預算補助隨即被大陸當局提高。目前在大陸並

無任何禁止生殖性複製的法律142，二 OO一年二月頒布、八月實施的「人類輔助

生殖技術管理辦法」，主要是針對醫療機構實施人工生殖的管理規範，要求符合

一定要件的醫療機構於申請並受批准後，方能「開展」人類輔助生殖技術。其中

第六條規定醫療機構所應符合之要件，除具有相關之技術人員與設備，以及應設

置有醫學倫理委員會外，尚應「符合衛生部制定的『人類輔助生殖技術規範』的

要求143。」。因此，衛生部於二 OO一年十二月就制定「人類輔助生殖技術規範」，

                                                 
136 但早在 1963 年童第周教授就已成功將細胞核移轉技術運用於金魚上；1991 年中國西北農業

大學的張湧與王建辰亦無性複製 5隻山羊；中國江蘇省農業科學院的王斌與范必勤亦運用胚胎

分割的技術，於植入母體後產下 3隻無性複製兔；1995 年的竇忠英之於豬、1996 年的李雪峰

與譚麗玲之於牛、1997 年的陸長富與盧光琇之於鼠等，都是成功複製技術的證明。參李建凡

編著，《無性複製技術》，頁 12-14，五南 (2002)。 
137 Judith F. Daar, The Prospect of Human Cloning: Improving Nature or Dooming the Species?, 33 

Seton Hall L. Rev. 511, 567 (2003). 
138 See http://news.sina.com.tw/sinaNews/ttimes/strait/2001/0109/2565111.html (2004/4/27造訪)。 
139 上海第二醫科大學的沈慧真，為了避免無性複製人類因為需要大量人類卵子，所可能產生的

爭議與對婦女健康的風險，在 2003 年就分別以 5、42、52與 60歲人的體細胞，與兔子的卵母

細胞融合形成胚胎，並且由中取得胚胎幹細胞。See Sheng Hui Zhen et al., Embryonic Stem Cells 
Generated by Nuclear Transfer of Human Somatic Nuclei into Rabbit Oocytes, available at 
http://www.cell-research.com/20034/2003-116/2003-4-05-ShengHZ.htm (last visited Mar. 8, 2004). 

140 Daar, supra note 137, at 554-55. 
141 See http://auto.fcu.edu.tw/~bulletin/high/bio/news/11/2001-1130-1552.htm (2004/4/27造訪)。 
142 Yuriko Mary Shikai, Don’t be Swept by Mass Hysteria: The Benefits of Human Reproductive 

Cloning and Its Future, 33 Sw. U. L. Rev. 259, 283 (2004). 
143 參其衛生部網站上關於「人類輔助生殖技術管理辦法」之規定，其除有申請與要件之規定外，

其他相關之規定例如第 14條規定實施人工生殖應遵循「知情同意原則」。第 17條規定人工生
殖不得進行性別選擇等等規定。第 15條規定衛生部得批准「人類精子庫」，醫療機構實施人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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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規定所稱之人類輔助生殖技術 (ART) 包括「人工授精 (AI) 、體外受精/胚胎
移植 (IVF-ET) 」與「其他衍生技術」兩大類，而所有從事人類輔助生殖技術的

醫療機構均須遵守本規範。該規範分為「人工受精技術規範」、「體外受精/胚胎
移植及其衍生技術規範」與「技術實施人員行為準則」三部分，其中於第三部分

行為準則中的第九項即規定「禁止克隆人」的實施144。此外，其科技部與衛生部

於二 OO 四年又制定「人類胚胎幹細胞研究倫理指導原則」，再次明文認為生殖

性克隆人研究應予禁止，而胚胎幹細胞與治療性克隆的研究發展則受允許145。中

國大陸亟欲在幹細胞研究佔得一席之地，則對於複製技術之管制自不能太過嚴格
146，此也正說明雖然世界潮流明顯反對生殖性無性複製，但是各國基於競爭力與

經濟利益，仍然有各自不同之考量與管制方式。 

 
 

3.3 法律意義與基本權利界定 

 
穿過上述漫長的支持反對理由，及各國態度與作為的隧道後，就是「雪鄉」。

「夜空下一片白茫茫。」，令人恍然若失、無餘細慮。應該是「火車在信號所前

停下來。」147的時候了。探究其令人目不暇給之原由，乃是因為各自均有特別重

                                                                                                                                            
生殖應與這些精子庫簽訂供精協議；衛生部基此並制定有「人類精子庫管理辦法」，規範精子

庫應經批准後設立、應遵守保密規定、25至 45歲健康男性方能供精、不得供精之情況、供精

者僅能在單一精子庫供精、知情同意原則，以及 1位供精者的精子至多僅能提供給 5名婦女受

孕等等。See 
http://www.moh.gov.cn/was40/detail?record=8&channelid=8085&searchword=%C8%CB%C0%E0
%B8%A8%D6%FA%C9%FA%D6%B3%BC%BC%CA%F5%B9%E6%B7%B6 (2004/5/1造訪)。 

144 參其衛生部網站上關於「人類輔助生殖技術規範」之規定，可參

http://www.moh.gov.cn/was40/detail?record=1&channelid=7565&searchword=%BF%CB%C2%A1 
(2004/5/1造訪)。 

145 See http://www.most.gov.cn/dtyyw/t20040115_11229.htm (2004/5/1造訪)。大陸將「複製」稱之

為「克隆」。 
146 其就重組 DNA有 1993 年頒布的「基因工程安全管理辦法」規範，第 2條稱基因工程為「包
括利用載體系統的重組體 DNA技術，以及利用物理或者化學方法把異源 DNA直接導入有機
體的技術。」，但是不包括「細胞融合技術，原生質體融合技術，傳統雜交繁殖技術，誘變技

術，體外受精技術，細胞培養或者胚胎培養技術」，因此規範的對象僅及於 DNA及 cellular 
cloning，而不包括 organism cloning。而另外就計劃生育，依其憲法第 49條之規定，「夫妻雙
方有實行計劃生育的義務」，並基此有 2001 年之「人口與計劃生育法」及「計劃生育技術服務

管理條例」，但是大多是針對一胎化政策之規定，其中人口與計劃生育法第 17條規定「公民有
生育的權利，也有依法實行計劃生育的義務，夫妻雙方在實行計劃生育中負有共同的責任。」、

同法第 35條則規定「嚴禁利用超聲技術和其他技術手段進行非醫學需要的胎兒性別鑑定；嚴

禁非醫學需要的選擇性別的人工終止妊娠。」，自願終身僅生育 1個小孩的尚可獲頒「獨生子
女父母光榮證」。而計劃生育技術服務管理條例，第 7條等也僅規定與計劃生育技術相關知識

與服務的指導、諮詢，都與不生殖比較有關，與運用其他輔助技術積極地生殖關係不大。此外，

其相當於我國優生保健法的 1994 年「母嬰保健法」及其 2001 年的「母嬰保健法實施辦法」也

都主要是婚前醫學檢查、新生兒疾病篩查與終止妊娠等規定，與輔助生殖關係也不大。 
147 原文為：「穿過縣界漫長的隧道就是雪鄉。夜空下一片白茫茫。火車在信號所前停了下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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視之著眼點，並且各國有不同之憲法規定與政策取向之故。事實上，單純地將之

列舉，實難俟河清與收撥雲見日的效果。以支持與反對理由而言，並不全然均具

有法律意義，有些僅僅是倫理的考量，而有些也並非不能透過法律規定加以預防

或解決。再以各國態度與作為而言，其實各國憲法雖然本著人權普世而有所互

通，但是也不能一概視之、等量齊觀，例如英國與德國各自本其歷史源流，對於

胚胎地位的看法就有所不同，所產生之憲法上基本權利的爭議自然也有所不同。 
 

3.3.1 第一組進程－實驗試驗與醫療應用 

 
就生殖性無性複製而言，其實可以區分為三組獨立的進程 (progress) ，而

將上述支持反對理由與各國態度作為分別安插，比較清楚地呈現爭議問題。三組

進程並不是概念或問題的區分，而乃係不同思考線路的闡釋，所針對的問題本體

並沒有不同，本文提出乃係幫助思考，並不解決所有涉及之問題，合先敘明。首

先的第一組進程，是生殖性無性複製目前雖然已有許多動物的成功例子，但是

是否即可馬上運用至人類身上，而成為隨手可得的「醫療服務」？換言之，任何

生物「知識」的突破，要能夠轉變為「技術」而為一般人民接近使用，必然要區

分為「研究」與「應用」兩大階段，更進一步地說，在「研究階段」中還可以區

分為「動物實驗階段」與「人體試驗階段」，最後才有可能真正到達上市的「醫

療應用階段」 (clinic) ，生物製藥如是，生殖性無性複製亦如是。在這樣不同

階段中，所涉及之法律問題即有所不同。 
 
例如在動物實驗階段，就會涉及「動物權」問題148。而將人類基因插入動

物所產生的嵌合體或基因轉殖動物，需不需要法律規範？插入會分泌胰島素的基

因可能問題不大，但是如果插入的是足以產生特定器官的基因呢？以動物培育出

人類牙齒、頭髮149、肺臟、肝臟或心臟可能是可以接受的，但是萬一科技進步到

產生的是人類的大腦呢？如果更進一步改造動物，有無可能產生例如蒙羅醫生的

                                                                                                                                            
語出川端康成著，蕭羽文譯，《雪鄉》，頁 9，志文 (2000 年再版)。 

148 例如德國憲法法院間曾做出判決，准許回教未經麻醉即屠殺動物的傳統作法，但是即刺激動

物權運動再興起。而德國前後共歷經十餘年的討論，最後經下議院通過修憲案，而在「國家有

責任為後代利益而保護生命的自然基礎」中的「生命」二字之後添加「與動物」字樣，成為歐

洲第一個賦予動物憲法權利的歐洲國家，雖然獸醫等環保團體持肯定態度，但是保守的反對人

士例如健康研究學會就認為此舉不利於科學研究。參〈德國修憲保障動物權〉，中國時報，國

際新聞 (2002/5/19)。 
149 例如英國倫敦大學在 2004 年 5月成功以老鼠胚胎幹細胞培養出牙齒，並進一步在 2 年內要開

始人體試驗，這正式宣告未來極有可能進入揮別假牙的時代，參〈幹細胞會長牙 未來免裝假

牙〉，自由時報，國際新聞 (2004/5/5)。掉髮或禿頭也是許多人的煩惱，尤其是男性。根據 FDA
估計，全美有四千萬男性及兩千萬女性經歷過脫髮的苦惱。科學家目前正在研究以幹細胞等技

術「複製」毛髮細胞。2004 年 3月賓州大學的研究團隊，就在「自然生物科技」期刊上發表
本技術已在老鼠身上成功的報告，未來即使再禿，也會有「自己的」頭髮可供移植，參〈多管

齊下 再禿也能還你青絲〉，中國時報，國際新聞 (2004/6/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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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此時有絕對的「研究自由」可主張嗎？而撇開動物實驗數據可否應用至人

類的問題，假設動物的生殖性無性複製越來越進步，而且也顯示並無任何異常或

畸形問題，而真的也有研究者想進一步從事人體試驗，提出申請後主管機關應該

許可嗎？有能力判斷嗎？而又要如何保證受試驗者的身體健康「安全問題」，以

及其基於充分了解下的自主性「告知後同意」？在這個階段，又是否要保密以維

護受試者的「基因隱私權」？還是鑑於其與全體人類福祉息息相關，所以應該公

開？如果應該保密，又要如何保密？就算通過人體試驗並且證明應用至人類無

虞，則此時又是否應該設限，僅有符合一定條件者方能使用此「人工生殖技術」？

而從事者是一般的婦產科或生殖醫學專家均可自由為之，或者僅限於特定醫療機

構？醫療機構又應具備何等要件，方能從事無性生殖？ 
 
以上的問題如果以我國法而言，在「動物實驗階段」涉及的就有「動物保

護法」150之相關規定，而基因轉殖動物於二 OO三年三月二十九日，衛生署也公

告「以基因轉殖動物生產之人用藥品的研發生產及測試要點」草案151。另外就基

因重組，國科會生物科學發展處於二 OOO 年十一月制定、二 OO三年五月增修

的「基因重組實驗守則」152與「基因重組實驗申請同意書」153，也是在動物實驗

階段的相關規定。而如果進入到「人體試驗階段」，生殖性無性複製依現行「人

工協助生殖技術管理辦法」第十九條之規定：「人工生殖技術中屬於人體試驗部

分，應依醫療法有關規定辦理。」154，因此首先遇到的就是醫療法第七條的定義

規定155，以及第五十六條規定原則上非教學醫院不得進行人體試驗，進行人體試

                                                 
150 第 12條第 2款規定「對動物不得任意宰殺，但為科學應用目的者，不在此限。」。而該法第

三章「動物之科學應用」，第 15條規定「使用動物進行科學應用，應儘量減少數目，並以使動

物產生最少痛苦及傷害之方式為之。」，並授權主管機關訂定實驗動物之來源、適用範圍與管

理辦法；第 16條規定進行動物實驗之機構應有「動物實驗管理小組」以督導，中央主管機關

並應設「實驗動物倫理委員會」，前者之組成、任務暨管理辦法及後者之設置辦法均由主管機

關定之；第 17條規定動物接受實驗後如已失去肢體器官或持續痛苦，應以產生最少痛苦之方
式宰殺之，以及動物於接受實驗後必須俟恢復生理功能方能再進行實驗；第 18條則規定國民
中學以下學校不得進行教育主管機關所訂標準課程以外，足以使動物受傷害或死亡之教學。而

關於動物實驗之倫理問題，並可進一步參費昌勇，《動物倫理與公共政策》，頁 135以下，臺灣
商務 (2002)。 

151 其主要在闡明利用基因轉殖動物所生產之人用藥品在研發生產時所應考慮的科學性議題，以

供業者於準備此類藥品查驗登記資料之參考，內容包括轉殖基因的架構 ( structure of the 
transgene )、遺傳屬性的正確性 ( the fidelity of inheritance )、基因表現的持續性 ( consistency of 
expression ) 以及避免來自藥物、化學物質或其他外來病原的污染等。此外，有關基因轉殖動

物之研究、飼養管理、最終處置等，則依國科會之「基因重組實驗守則」、農委會「動物保護

法」與「基因轉殖種畜禽田間試驗及生物安全性評估管理辦法」及其他相關規定辦理。參衛生

署網站，http://www.doh.gov.tw/ufile/Doc/測試要點草案.doc (2004/5/3造訪)。 
152 See http://www.nsc.gov.tw/bio/news/acgenerule1.doc (2004/5/3造訪)。 
153 See http://www.nsc.gov.tw/bio/news/acgenerule2.doc (2004/5/3造訪)。 
154 即便治療性無性複製在未來如果真能取代異體器官移植 (Xenotransplantation) ，在人體試驗
階段依現行「人體器官移植條例」第 23條之規定，一樣也必須依醫療法之規定為之。 

155 醫療法第 7條：「本法所稱人體試驗，係指醫療機構依醫學理論於人體施行新醫療技術、藥品

或醫療器材之試驗研究。」。而醫療法施行細則第 2條：「本法第七條所定於人體施行新醫療技

術、藥品或醫療器材之試驗研究，以合於左列情形之一者為限：一、在國內或國外業經實驗室、



3. 生殖性複製之法律意義 

 99

驗應申請核准156、第五十七條的告知後同意規定157、第五十七條之一的提出報告

與主管機關要求停止試驗權限規定158，還有第七十三條由衛生署醫事審議委員會

負責審查159等等相關規定。至於基因隱私權於我國則散見於「電腦處理個人資料

保護法」、「醫療法」、「刑法」第三百一十六條洩露業務秘密罪160與「民法」侵權

行為及第一百九十五條之相關規定等等，但是仍然有所不足161。至於如果通過人

體試驗而進入「醫療應用階段」，雖然「醫療法」、「醫師法」與「人工協助生殖

                                                                                                                                            
動物實驗研究，有相當文獻發表者。二、國外主要國家在人體試驗階段者。三、其他經中央衛

生主管機關認可者。」。同細則第 3條：「在國外已施行於人體之醫療技術，中央衛生主管機關

認為仍有施行人體試驗之必要者，得預先公告之。」「在生產國已核准使用於人體之藥品或醫

療器材，其醫療效能或安全性未經證實者，中央衛生主管機關在核准查驗登記前，得令其施行

人體試驗。」。 
156 醫療法第 56條：「為提高國內醫療技術水準及醫療，或預防疾病上之需要，教學醫院經擬定

計畫，報請中央衛生主管機關核准，或經中央衛生主管機關委託者，得施行人體試驗。」「非

教學醫院不得施行人體試驗。但醫療機構有特殊專長經中央衛生主管機關同意者，得準用前項

規定。」「前二項人體試驗計畫，醫療機構應提經有關醫療科技人員、法律專家及社會工作人

員會同審查通過；計畫變更時，亦同。」。醫療法施行細則第 50條：「教學醫院依本法第五十
六條第一項規定擬定之人體試驗計畫，應載明左列事項：一、試驗主題。二、試驗目的。三、

試驗方法： (一) 接受試驗者標準及數目。 (二) 試驗設計及進行方法。 (三) 試驗期限及進度。 
(四) 追蹤或復健計畫。 (五) 評估及統計方法。四、試驗主持人及主要協同人員之學、經歷及

其所受訓練之背景資料。五、有關文獻報告及其證明文件。六、所需藥品或儀器設備，包括必

須進口之藥品或儀器名稱、數量。七、預期試驗效果。八、可能傷害及處理。」「前項計畫，

教學醫院應提經有關醫療科技人員、法律專家及社會工作人員會同審查通過並報請中央衛生主

管機關核准；計畫變更時，亦同。」。 
157 醫療法第 57條：「醫療機構施行人體試驗時，應善盡醫療上必要之注意，並應先取得接受試

驗者之書面同意；受試驗者為無行為能力或限制行為能力人，應得其法定代理人之同意。」「前

項書面，醫療機構應記載下列事項，並於接受試驗者同意前先行告知：一、試驗目的及方法。

二、可能產生之副作用及危險。三、預期試驗效果。四、其他可能之治療方式及說明。五、接

受試驗者得隨時撤回同意。」。 
158 醫療法第 57條之 1：「醫療機構施行人體試驗期間，應依中央衛生主管機關之通知提出試驗

情形報告；中央衛生主管機關認有安全之虞者，醫療機構應即停止試驗。」「醫療機構於人體

試驗施行完成時，應作成試驗報告，報請中央衛生主管機關備查。」。醫療法施行細則第 51條：
「中央衛生主管機關得於人體試驗施行期間，命教學醫院提出試驗情形報告，認有安全之虞

者，得停止其試驗。」「教學醫院於人體試驗完成時，應製作試驗報告，報請中央衛生主管機

關核備。」。 
159 醫療法第 73條：「中央衛生主管機關，應設置醫事審議委員會，依其任務分別設置各種小組，
其任務如左：一、關於醫療制度之改進事項。二、關於醫療技術之審議事項。三、關於人體試

驗之審議事項。四、關於司法或檢察機關委託鑑定事項。五、關於專科醫師制度之改進事項。

六、關於醫德之促進事項。七、關於一定規模以上大型醫院設立或擴充之審議事項。八、其他

有關醫事之審議事項。」「前項醫事審議委員會組織規程，由中央衛生主管機關擬訂，報請行

政院核定之。」。 
160 刑法第 359條以下的妨害電腦使用罪，前提也必須是該基因資訊係儲存於電腦設備之中，並
且被他人取得、刪除或變更並致生損害始足以構成。況且若取得者乃電腦使用人儲存於電腦當

中的他人基因資訊，能否以此罪保護到基因資訊或隱私，則可能亦有疑問。 
161 例如電腦處理個人資料保護法與醫療法適用對象各有侷限，研究機構就不在規範範圍之內。

刑法第 316條也僅限於「醫師」「故意」洩露，也有同樣的問題。民法僅能提供事後的救濟，

一樣稍嫌不足。參林子儀，〈從保障隱私權的觀點論基因資訊的利用與法的規制〉，收於林子儀、

蔡明誠編，《基因技術挑戰與法律回應：基因科技與法律研討會論文集》，台大科法中心叢書 
(1) ，頁 285-92，學林 (2003)。並參李震山，〈論個人資料保護－以人體基因資訊為例〉，載於

《月旦法學雜誌》第 75期，頁 18-19 (20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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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術管理辦法」或未來的「人工生殖法」等相關規定，足以規範將生殖性無性複

製應用於治療不孕症的臨床醫療上，但是也僅限於醫療機構而不及於研究機構
162。 

 

3.3.2 第二組進程－基本權利與管制手段 

 
上述第一組進程僅僅是在內國法律的層次，一則並不及於國際法上例如動

物保護問題所涉及的華盛頓公約、生物多樣性公約等等。或者在人體試驗階段所

涉及的一九四七年紐倫堡法典 (Nuremberg Code) 163、一九六四年赫爾辛基宣言 
( Helsinki Declaration) 164，以及美國在一九七八年的貝爾蒙特報告 (Belmont 
Report) 165等等166也不包括。在 HGP完成後，例如聯合國教科文組織 (United 
Nations Educational, Scientific and Cultural Organization, UNESCO) ，以及國際性
的非政府組織如 Human Genome Organization (HUGO) 的相關宣言也未涵蓋167。

二則也僅屬法律層次之討論，而不及於憲法層次上基本權利之爭議。因此此時就

應進入第二組進程的思考脈絡，也就是憲法上基本權利的界定問題。也就是說，

生殖性無性複製究竟涉及哪些憲法上的議題？支持與反對理由在此脈絡下又有

何種意義？各國態度與作為又代表什麼？換言之，無性複製是否受憲法保障是一

個問題，而是否管制以及如何管制又是另一個問題。 
 
而各國之態度與作為，不論是行政機關或專業委員會的研究報告，例如美

                                                 
162 例如假設研究機構基於研究人體發育過程而欲行生殖性無性複製，則人工協助生殖技術管理

辦法第 4條第 1項規定：「醫療機構應報請中央衛生主管機關核准始得施行人工協助生殖技術。

但配偶間人工受精術不在此限。」，即無法規範研究機構。而醫療法與醫師法也有同樣的問題。 
163 See http://ohsr.od.nih.gov/guidelines/nuremberg.html (last visited Apr. 15, 2004). 
164 See http://ohsr.od.nih.gov/guidelines/helsinki.html (last visited Apr. 15, 2004). 
165 See http://ohsr.od.nih.gov/guidelines/belmont.html (last visited Apr. 15, 2004). See, e.g., Sharona 

Hoffman, The Use of Placebos in Clinical Trials: Responsible Research or Unethical Practice?, 33 
Conn. L. Rev. 449, 471-75 (2001). 其介紹安慰劑 (placebo) 在人體試驗上的使用問題，除相關之
國際法規範外，也包括美國 FDA所負責之相關規定。 

166 其他關於人體試驗的國際法規範，諸如 1949 年「日內瓦紅十字公約」、聯合國 1976 年生效的

「公民權利與政治權利國際公約」，以及歐洲理事會 1997 年的「關於生物醫學實施之人權及人

性尊嚴保護公約」等等，可參高培恒，《生物醫學人體試驗之國際法規範》，頁 77以下，東吳
法研所專業碩士班碩士論文 (2001)，有非常詳細的介紹與說明。至於美國法上人體試驗之規

範，礙於篇幅故不介紹，但略要可參 Pedro F. Silva-Ruiz, The Protection of Persons in Medical 
Research and Cloning of Human Beings, 46 Am. J. Comp. L. 151, 154-60 (1998). 

167 NBAC Report, supra note 2, at 102-03. 其中所指 UNESCO的宣言為 1997 年 11月 11日之
Universal Declaration on the Human Genome and the Protection of Human Rights, available at 
http://portal.unesco.org/en/ev.php@URL_ID=13177&URL_DO=DO_TOPIC&URL_SECTION=201
.html (last visited Apr. 12, 2004). 而 HUGO的則為 1996 年 3月之 Statement on the Principled 
Conduct of Genetics Research, available at http://www.hugo-international.org/hugo/conduct.htm 
(last visited Apr. 12, 2004). 兩者雖然都沒有公開明確地表示對於無性複製之態度，但是觀察其

均認科學研究應該特別尊重人類尊嚴與個人權利，所以人類無性複製與此則似乎不相容 
(incompatible) ，關於此，可再參 Susan Greenlee, Dolly’s Legacy to Human Cloning: International 
Legal Responses and Potential Human Rights Violations, 18 Wis. Int’l L.J. 537, 549-51 (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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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的 NBAC與 PCBE、加拿大的 NCEHR與 CBAC、澳洲的Waller Report與日本
的三大生物科技領域劃分與相關聲明等等，其實都是屬於「管制階段」的問題。

是否以及如何管制，當然也包括係依既有法律或者制定專法規範，但是法律方式

也有不易修改而跟不上科學進步的問題 (be outpaced) ，而且法律用語是否正確

地使用也是一個問題。況且如果行政立法部門採取行動，其是否能通過憲法的檢

驗，又是另一階段的問題，而這也就是「權利階段」問題168。在權利階段中，

一般均將治療性無性複製與「研究自由」相連結169，而將生殖性無性複製與「生

殖自由」相連結。當然這並不是說在生殖性無性複製之中，就沒有涉及「研究自

由」或者其他憲法上的權利。但是在此可以假設比較單純的狀況，也就是以一般

人民的角度出發，而想要接近使用無性複製技術以繁衍後代的狀況，此時就不像

例如科學家想要研究人類發育過程而從事生殖性無性複製，因此會涉及研究自由

而使狀況複雜糾葛。再者，在生殖性無性複製之下先簡單以生殖自由為主軸切入

議題，在今日也有其特殊意義。因為以往的人工生殖技術畢竟仍屬有性生殖，上

一代至多有辦法決定下一代的性別，或者透過產前檢查而決定墮胎或生產。以往

的基因療法因為對於人類整個基因組的不了解，因此上一代頂多也只能在有把握

的範圍內，從事單一基因的置換或修正。然而生殖科技的發展，第一次發生與人

類傳統迥異的無性方式，再加上基因體學的進步，而獲得前所未有而可以主宰下

一代基因組成的力量，甚且在體細胞核移轉實施的同時，就已經是在決定下一代

的「所有」基因組成，更不要說在未來更進一步的「選擇」、「配置」與「組裝」。

因此生殖權或生殖自由是否包括這些權利與權力，是值得仔細探討，而應該將之

輪廓與內涵清楚勾勒。 
 
對於生殖性無性複製的支持與反對理由，其實有很大的部分也涉及生殖自

由，不論是支持的獲得子嗣而可接近使用無性方式，或者反對的會有危害下一代

生命健康的安全性問題等等。而如果欲採取立法的方式禁止，這些理由也將會成

為立法程序中的考量，甚至於進一步會成為該法是否合憲的因素。例如在認為無

性複製並非憲法所保障的 fundamental right時，可能基於比較弱的三個利益，所

制定的禁止法律，就可以通過合憲性的審查；但是反之認為無性複製係有

                                                 
168 管制階段可以再細分為「外部性管制」與「資源配置」兩者，而權利階段則屬於上層次憲法

爭議問題。實則「權利」、「外部性管制」與「資源配置」，以及本文參考「研究」→「運用」
→「商業化」而於前述之動物實驗→人體試驗→醫療應用之第一組進程，國內文獻已有詳細說

明及以具體表格呈現。請參楊雅雯，〈複製人類的倫理爭辯與法律管制模式研究〉，載於《生物

科技與法律研究通訊》第 7期，頁 29-31 (2000/7)。而在權利階段上，特別是在憲法的基本權

利保障，可再參李震山，〈「複製人」科技發展對既有法律思維與制度之衝擊－以基本權利保障

為例〉，載於《月旦法學雜誌》第 79期，頁 162-65 (2001/12)。 
169 其實除「研究自由」 (scientific inquiry) 外，甚至於以「言論自由」 (free speech) 條款主張
有從事研究的自由，或者認為科學研究實驗為一種 symbolic speech而受保障，也為支持 cloning
者所主張。See Andrews, supra note 17, at 661 n.130. See Daniel Mark Cohen, Cloning and the 
Constitution, Cloning and the Constitution, Cloning and the Constitution, Cloning and…, 26 Nova L. 
Rev. 511, 532-36 (2002). See also Matthew B. Hsu, Banning Human Cloning: An Acceptable Limit 
on Scientific Inquiry or an Unconstitutional Restriction of Symbolic Speech?, 87 Geo. L.J. 2399, 
2408-10 (1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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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undamental right的地位時，就需要以比較強的三個利益才合憲。學者認為三個

弱的利益為： (一) 道德上的厭惡 (Moral Repugnance) 、 (二) 減少個人價值與
威脅主體性 (Lessening the Worth of Individuals and Threatening Individuality) 、 
(三) 基因多樣性 (Genetic Diversity) ；而三個強的利益則為： (一) 保護免於承
受苦痛與早夭 (Protecting against Suffering and Early Death) 、 (二) 被複製出之
小孩的心理傷害 (Psychological Harm to the Clone) 、 (三) 人類的利用與剝削 
(Use and Exploitation of Human Beings) 170。而這些利益與上述反對的六大理由，

其實也是若合符節。更簡單的說，此時涉及的就是違憲審查密度的問題，也就是

這些不同的生殖科技就算是處於受生殖自由保障的範疇之內，但是其是否皆受到

憲法相同程度的保障？哪些是生殖自由的核心而不可侵犯？哪些又是位於外

圍，而於「必要」時可以法律限制之？ 
 

3.3.3 第三組進程－細胞胚胎與母體出生 

 
第三組進程則是以體細胞核移轉之操作順序，而作不同脈絡的思考。SCNT

需要由「提供細胞階段」開始，要有供核細胞 (donor cell) 以及接受細胞 (host 
cell) 的提供。在此時可能產生的有細胞的法律性質、定義與來源問題，以及要

不要履行告知後同意？如何保障基因隱私權？如何保障體細胞在不知情的情況

下為他人使用？host cell的供給要如何才能使婦女免於健康危險和剝削？又什麼

叫做體細胞？與生殖細胞是相對的概念嗎？如果立法要定義，要怎麼界定才能周

全？以體細胞繁衍後代時，體細胞等同於精子嗎？規定不得使用 somatic cell是
否也涵括了其他種類的 donor cell？同樣的，host cell是規定為 oocyte或 egg？那
如果是以除去遺傳物質的胚胎作為 host cell呢？此外，以 SCNT繁衍後代最大的
問題就在於其不像有性生殖一樣，會經過遺傳物質隨機的重新組合。目前的實驗

已經證明體細胞有可能回復到全能狀態，其不僅有能力發育為個體，也可以分化

為特定組織或器官。所以如果未來科技進步到可以操控體細胞的分化，使之「變

成」精子或精細胞171，那我們是否還禁止以體細胞生殖呢？ 
                                                 
170 Cass R. Sunstein, Is There a Constitutional Right to Clone?, 53 Hastings L.J. 987, 995-1001 (2002). 
這邊 3個弱的利益 (interests) 其實就是 rational basis所要求的，而強的 3個就是 strict scrutiny
所要求的 compelling interest，當然 compelling interest同時也可用以支持 rational basis。 

171 IAN WILMUT, KEITH CAMPBELL & COLIN TUDGE著，陳紹寬、朱佩雯譯，同前註 12，頁 407。
最近於 2003 年賓州大學的 Hans Schöler等人，將胚胎幹細胞放在一般但是濃度較高的培養液

中，結果 4天後這些細胞堆積形成類似卵巢的小型組織，當中並且含有會再變成卵子的細胞，

而這些卵子在外型、大小與基因表現上均相當正常。See NewScientist, Embryo Stem Cells Turn 
into Eggs, available at http://www.newscientist.com/news/news.jsp?id=ns99993688 (last visited Mar. 
6, 2004). 以胚胎幹細胞形成卵子既然有可能，未來以體細胞形成精子或精細胞也並非不可能，

事實上此也正在進行當中。而因為哺乳類的生殖，是在胚胎發育當中，由原始生殖細胞先轉變

成雌性生殖細胞，之後經賀爾蒙的刺激才再轉變成雄性的，因此在技術發展上就較形成卵子困

難，但是一般認為此有助於解決 cloning中所發生的基因體印記問題。未來不僅 2個女性可以

繁衍「她們的」下一代，2個男性再透過代理孕母的方式也會有「他和他」的子嗣。See NewScientist, 
Stem Cells Can Become ‘Normal Sperm’, available a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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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CNT第二個則是「形成胚胎階段」，將除去遺傳物質的 host cell與 donor 

cell融合之謂。此時當然也會出現定義與描述問題，也就是 donor cell是將其細
胞核取出或者是以整個細胞來進行融合；以及 host cell的「去核」描述未必正確；
還有融合時是以電擊、注入或病毒方式的差異等等。在融合後所產生者是「胚

胎」？或者是「類似胚胎」與「重組胚胎」？如果著眼於其與一般自然方式所產

生之胚胎，相同具有發育為個體的潛能，因此等同視之，那未來如果發展出孤雌

生殖以單一個卵就可發育為個體，那此時這個卵細胞或卵也等同於胚胎172？例如

二OO三年美國的生技公司 Stemron的David Wininger等人，就以 parthenogenesis
的方式創造出人類胚胎，並獲得胚胎幹細胞，但是僅存活幾天173。而桃莉的創始

者 Ian Wilmut隨即投入這個領域，因為這樣產生的胚胎不具發育為個體的潛能，

且係基於治療性目的所以爭議較低174。除孤雌生殖之外，二 OO四年四月日本東

京農業大學的 Tomohiro Kono就以模擬精子的方式，使兩個卵子融合產生胚胎，

並出生名為 Kaguya的老鼠175。如果使用一個體細胞與一個卵細胞、或者使用單

一個卵子形成胚胎都受到禁止，那使用兩個生殖細胞可不可以？只不過此時兩個

                                                                                                                                            
http://www.newscientist.com/news/news.jsp?id=ns99993700 (last visited Mar. 6, 2004). 

172 這個問題當然也會再次涉及胚胎與胎兒的法律地位。以受精卵具有「潛能」發育為人的論證，

必然也會導致要說明為什麼精子或卵子不具有相同的地位，而沒有得到相同的保障之問題。論

者可能至少會以 2種理由，認為僅有受精卵才具有此種「特殊待遇」。一是受精卵即便考量到

因著床未成功或其他因素自然流產的情形，仍然有高達 50%的「機率」發育為人，而在每次射

精含有 2億隻精子的情況下，「他」或「她」只有 2億分之 1的機會發育為人。二是受精卵於

著床後，通常在「自然」的狀況下會發育為人，但是精子或卵子均不會。然而，前者忽略了機

率縱然再低，還是有機會，潛在的樂透獎得主不會因為機率低，就變成不能買彩票。況且，再

這樣推論下去，則男性每次手淫或自慰，或者於性行為當中使用保險套或殺精劑，均是一行為

侵害近 2億個人格法益，構成 2億個罪，刑事主文均須論列？後者的問題更為明顯，如果必須

能自然發育為人才受保護，那體外受精等人工生殖技術所產生的胚胎，因為放在培養皿中不會

自然發育，是否就不受保護了呢？這與「潛能論證」支持者一般的主張又不符合。See BONNIE 
STEINBOCK, LIFE BEFORE BIRTH: THE MORAL AND LEGAL STATUS OF EMBRYOS AND FETUSES 59-64 
(1992). 但請比較 Christian Starck著，陳英鈐譯，〈生物學與生殖醫學的憲法界限〉，載於《台
大法學論叢》第 33卷第 3期，頁 289-96 (2004/5)。 

173 一般認為以此所產生之胚胎，比較不會產生倫理上的爭議，而且也不受大多數禁止胚胎幹細

胞研究法令的限制。See NewScientist, ‘Virgin Birth’ Method Promises Ethical Stem Cells, available 
at http://www.newscientist.com/news/news.jsp?id=ns99993654 (last visited Mar. 6, 2004). 

174 Wilmut並獲英國主管機關 (Human Fertilization and Embryology Authority) 為期 1 年的許可從

事此項研究。See NewScientist, Dolly Lab to Create ‘Virgin birth’ Embryos, available at 
http://www.newscientist.com/news/news.jsp?id=ns99993815 (last visited Mar. 6, 2004). 

175 哺乳類因為有基因體印記的問題，所以用孤雌生殖的方式產生的胚胎往往僅能存活數日。而

將 2個卵子中的其中 1個，改造成使其有如同精子的基因組，讓其能產生在一般精卵融合時由

精子 DNA所轉譯出的蛋白質，之後再與另 1個正常的卵子結合，結果就形成胚胎並開始成長

與分裂，而 Kaguya是由 457個 reconstructed eggs當中完成的。此舉是否意味同屬哺乳類的我

們，男性在未來的繁衍後代上是多餘的，並且有消失的可能，仍然有待觀察與討論。請參〈匪

夷所思？千萬年後 男性不存在〉，聯合報，醫藥新聞 (2004/7/30)。See NewScientist, ‘Virgin Birth’ 
Mammal Rewrites Rules of Biology, available at 
http://www.newscientist.com/news/news.jsp?id=ns99994909 (last visited Mar. 6, 2004). 這種產生
胚胎的方式，的確有可能為同性戀者所使用，尤其是女同性戀以及同性婚姻已合法化的地方，

例如美國的麻州或荷蘭。See David Orentlicher, Beyond Cloning: Expanding Reproductive Options 
for Same-Sex Couples, 66 Brooklyn L. Rev. 651, 651-60 (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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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是卵子？究竟我們要規範與要求的是什麼？是「精卵結合主義」嗎？就算要禁

止或限制，怎樣的定義才會周延而跟得上時代？ 
 
撇開定義的問題不談，憲法在此更重要的考量是「胚胎的地位」176、「生命

權始點」或「人性尊嚴」以及與懷胎母親在「墮胎權」或其他「自主權」上的衝

突177。此問題當然不是 cloning所獨有，其他的人工生殖或對於胚胎的研究也都
會產生類似的問題178。但是若以墮胎權179的角度切入，其實也涉及「生殖權」或

「生殖自由」。而同樣的，此階段也包括一個人可以體細胞形成幾個胚胎、次數

是否受限等問題。同時，在形成胚胎階段，就決定其是以無性方式所產生，然而

相對的並不僅是傳統的生殖方式而已。在此無性方式與人工生殖，由均需醫師介

入協助的角度觀之頗為類似，但是在基因是否隨機混合的有性無性區分上，意義

就大不相同。因此，複製技術除 SCNT外的「胚胎分割」180，就成為很好的「對

照組」。換言之，複製技術並非僅限於無性方式而已，胚胎分割在概念上即屬於

                                                 
176 例如美國雖然自 Roe v. Wade案以來確立胚胎或胎兒並非其憲法上所稱之 person，但是近期小
布希總統所簽署的 2項法案，都使得胚胎與胎兒的地位大幅提升，然而也引起墮胎人士的反
彈，在 2004 年 4月於華府聚集來自 60餘個國家超過 115萬人，隊伍從國會山莊綿延到 1.5公
里之外的華盛頓紀念碑，高分貝捍衛墮胎權，參〈捍衛婦女墮胎權 華府百萬人示威〉，中國時
報，國際新聞 (2004/4/27)。 

177 例如近來我國衛生署擬修正菸害防制法，基於保護胎兒健康理由，而增訂「孕婦不得吸菸，

他人也不得強迫孕婦吸菸」之規定，係開國際立法之先例，參〈首開國際先例 衛署擬修法 限
制孕婦吸菸〉、〈專家：有侵害人權之虞〉，中國時報，焦點新聞 (2004/5/3)。但是為避免爭議，
現階段僅規定違反之孕婦須參加講習，不參加則才裁罰 2000至 10000元罰鍰，參〈孕婦吸菸 不
上課 就罰錢〉，中國時報，社會新聞 (2004/5/4)。然而此舉是否侵害婦女之自主權，將婦女視

為未滿 18歲的青少年而無法自我負責，以及有無違反男女平等原則而使婦女承受「不當負

荷」，恐值深思，參官曉薇，〈限制孕婦吸菸，妨害自主〉，中國時報，論壇新聞 (2004/5/4)。
這個問題當然會再延續到其他孕婦不可吸毒酗酒、注意飲食運動等「完美懷孕守則」 (the code 
of perfect pregnancy) ，以及所謂的 self-abuse與孕婦身體自主權之關係。See RACHEL ROTH, 
MAKING WOMEN PAY: THE HIDDEN COSTS OF FETAL RIGHTS 25-31 (2000). 但請比較楊秀儀，〈病
人，家屬，社會：論基因年代病患自主權可能之發展〉，載於《台大法學論叢》第 31卷第 5期，
頁 23 (2002/9)。 

178 因此深入討論無性生殖獨有之問題，就成為主要之問題與重心。See Silver, supra note 43, at 54. 
179 例如我國最近由輔大神學院發行的「殘蝕的理性」紀錄片，被各高中職作為護理課上宣導反

墮胎教育之用，然而因為其播放者乃中後期懷孕墮胎，並且使用者乃以手術支解的方式，引起

各方震撼，而隨即也引起婦女權利團體，例如性別平等教育協會理事長蘇芊玲等的為文批判。

參〈《殘蝕的理性》墮胎片遭痛批 暫時停用〉中國時報，社會新聞 (2004/4/17)。以及蘇芊玲，

〈性教育何去何從？---一場墮胎影片記者會的後續思考〉，自由時報，自由廣場 (2004/4/18)。
其實我國對於墮胎爭議之尖銳性未必遜於他國，單以程序問題就足觀之，更遑論實質賦予婦女

墮胎權。例如現行優生保健法第 9條第 2項之「配偶同意條款」，如參酌國外立法例與司法判

決，本就有違憲之虞。而衛生署研擬修正優生保健法為「母子保健法」，草案規定結紮、墮胎

不須得配偶之同意，本為正確之立法，但是卻因各界反彈過大，最後自動撤案，參〈「母子保

健法」修正 結紮 不需配偶同意〉，中時晚報，政治新聞 (2003/8/27)；〈墮胎免配偶同意 撤案〉，
聯合晚報，綜合 (2003/8/27)。各界認為如不須經配偶同意，會造成婚姻與感情的危機。實則，

感情與家庭幸福的維繫，絕不應上綱到法律義務，夫妻如果感情好，這等大事自會告知，何須

法律規定？將婦女對於自己身體的決定權，繫諸於男性的同意，根本就是開時代倒車，參許文

德，〈墮胎、蘋果酒館，血淚斑斑的墮胎拉鋸戰〉，中國時報，論壇新聞 (2003/8/1)。 
180 胚胎分割當然也可類似 SCNT而區分為「體外受精」→「形成胚胎」→「人工分割」→「植
入母體」→「出生為人」之階段，而各別所產生問題極為類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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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性方式，而法律規定如何避免「涵蓋過廣」，將胚胎分割也一網打盡；憲法生

殖自由上的討論，如何看待同屬「複製」的胚胎分割與 SCNT，就成為重要且獨
特課題。 

 
形成胚胎之後則是「植入母體階段」，此時當然也必須考慮懷胎婦女之健

康問題，以及胚胎或胎兒的生命問題，涉及的與墮胎問題類似。而如果以 SCNT
繁衍後代的不是傳統意義的夫妻，即以男性 (夫) 為 donor cell提供者和以女性 
(妻) 為 host cell提供者及孕育者，則就有可能再涉及「代理孕母」的問題。單身

者欲以 SCNT生殖，僅有女性以自己的體細胞與卵細胞，再加上以自己的子宮，

方有可能不涉及其他人。其他不論是單身男性、同性戀婚姻、患有程度不一的不

孕問題之女性，如果想要繁衍後代，絕對不可能獨自完成，此時不論是代理孕母

或「捐贈細胞」如精卵或體細胞，都還會再涉及其他第三人，關係一樣趨於複雜。

此外，胚胎於母體之內後，兩者之間形成緊密但是又緊張的關係，相較於男性不

能且無庸懷孕的生理事實，生殖自由與「性別平等」其實也有所涉及，美國多數

學者也多半肯認與生殖自由有關之判決中，性別平等之思考的確牽涉其中181。我

國現行法亦禁止代理孕母，但是並非以此就可推論生殖性無性複製亦在禁止之

列，因為仍然具有可以獨立完成的女性存在。此外，國內科學界一般共識認為無

性複製僅作半套，亦即不進入這個 SCNT的第三階段。這個在管制手段的介入時
點上亦有相當意義，因為如果法律欲禁止，究竟是形成胚胎階段即受禁止，或者

是僅須禁止植入母體階段，連結與影響到的，就是治療性無性複製與胚胎幹細胞

等其他相關問題的政策態度，此階段因此係牽一髮而動全身的關鍵時點。 
 
最後在 SCNT是「出生為人階段」，也就是婦女經過懷胎十月後而產下後

代，也就是一般人所謂的「複製人」階段。在此階段複製人本身當然應該與一般

人擁有相同的權利義務，與我們相同是 human beings和國民、公民。此外，如何
避免對其產生歧視與烙印，還有保護其隱私與秘密的生活，自然在法律上都可有

解決與因應之道。更重要的是在家庭與世代關係上的問題，亦即如果我們允許生

殖性無性複製，則在法制上也不能不因應而預先規劃，例如父母子女、兄弟姊妹

與世代關係上的界定，「真正」非父或母不詳或已歿的單親家庭問題，以及其母

親在法律上係分娩者或提供 host cell者或扶養者的認定問題，和避免父或母親以
基因決定論而濫用親權等等。總的來說，此階段產生之問題雖然也很重要，但是

畢竟所複製出生的小孩一旦來到這世間，我們就應該給予完全的基本人權與人性

尊重，而這些在現有法律制度下都多少已有設計，頂多僅是民法親子關係等制度

上的修正與重大變革等問題，與憲法人權保障關係不大。因為其既然為「人」，

就和我們一樣都要面對相同的法律規範，而也受法律規範同樣的保障。 
 

                                                 
181 Sunstein, supra note 170, at 1004. See also Cohen, supra note 169, at 530-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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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4 三組進程之啟示－小結 

 
由第一組進程所獲得的啟示，是將焦點放在「醫療應用階段」，如果開展

討論之後的決定是禁止，則前面的動物實驗與人體試驗就生殖性無性複製而言，

從事的意義就不大。因為生殖性無性複製的最終目的，就是要能夠為不孕症者或

一般個人所能接近，利用其來繁衍有基因關連的後代。反之，如果認為允許 human 
cloning進入「醫療應用階段」，則前面之實驗與試驗才具有意義。當然這並不是

說一旦醫療應用階段決定禁止，無性複製就毫無實益，其當然與科技研究與知識

追求有密切關係，然而以人類體細胞而行 SCNT，但是目的卻不在於繁衍出一個

human being，則應該是屬於治療性無性複製與研究自由的問題，與生殖自由的

關係就不大。同時，如果所謂的生殖性係指基因轉殖動物、或者例如優良品種的

乳牛之無性繁殖的話，則其在生技製藥或農業等領域上自然意義非凡，然而此也

僅及於動物實驗階段，後續所接著的階段應該是藥事法、醫療法等其他相關規

定，非本文所欲關心者。至於「權利階段」與「管制階段」的第二組進程，啟

示在於生殖性無性複製在權利階段當中，很大的部分涉及的是憲法上生殖自由的

保障問題，因此本文著重於此點而加以探討182。同時管制手段上要如何通過憲法

生殖自由的檢驗，以及採取何種機關組織以及其權限問題，他國態度與作為其實

提供良好的借鏡，本文於後亦將再深入加以具體說明。第三組進程的啟示，則

是在於可以充分掌握 CPC (cloning to produce children) 的具體狀況。一方面提供

各階段所涉及權利爭議問題的思考架構，另一方面同時也可以胚胎分割為對照

組，提供要管制時的介入時點與定義參考。 
 
上述三組進程「亂石崩雲，驚濤裂岸」地「捲起千堆雪」般的問題，然而

基於所獲得之啟示，因此本文於下章「生殖自由」中，即闡述生殖自由之架構、

體系與思考脈絡，以供生殖性無性複製「安置」，至於其他憲法基本權利即不再

予以贅述。蓋本文以為複製人如果要全面進攻憲法，火力必然也集中針對於生殖

自由，正所謂「大江東去，浪淘盡」，此時僅留「千古風流」生殖自由183。本文

之後則於再次章敘述管制手段之「尋尋覓覓」，例如利用既有行政機關及已存法

律解釋之模式，或是另新設專責機關並採諮詢建議模式，甚至於立法機關制定專

法管制模式，以及司法或行政個案解決模式等等，各種選擇模式所產生之不同問

題。如何選擇管制手段才不會「冷冷清清」，不具可行性至「悽悽慘慘戚戚」184的

                                                 
182 但是也有論者就有關之憲法爭議問題，絲毫未言及「生殖自由」，而僅認涉及到「生存權」、「人

性尊嚴」、「隱私權」與「學術自由」，顯然係屬疏漏，請參張宇樞，〈複製人之衝擊及相關法律

問題初探〉，載於《法令月刊》第 53卷第 5期，頁 25 (2002/5)。 
183 語出宋朝蘇軾，〈念奴嬌〉，收於汪中注譯，《新譯宋詞三百首》，頁 127-28，三民 (2002)。原
文為：「大江東去，浪淘盡，千古風流人物。故壘西邊，人道是，三國周郎赤壁。亂石崩雲，

驚濤裂岸，捲起千堆雪。江山如畫，一時多少豪傑。」。原文當然意指大江淘盡千古風流人物，

但是本文在捲起基本權利之千堆雪後，仍然會存千古風流生殖自由加以討論。 
184 語出宋朝李清照，〈聲聲慢〉，收於汪中注譯，同上註，頁 538-29。原文為：「尋尋覓覓，冷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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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步。如何將理論學說落實至實際政策上，並且同時符合憲法保障人權之要求與

真諦，顯然屬另一層次的問題，而對於人權的討論也才因此真正具有意義。 
 
 
 
 
 
 
 
 
 
 
 
 
 
 
 
 
 
 
 
 
 
 
 
 
 
 
 
 
 
 
 
 
 
 

                                                                                                                                            
清清，悽悽慘慘戚戚。乍暖還寒，時候最難將息。」。如何尋覓適當有效的管制方式，不致於

無人支持而冷清至悽悽慘慘戚戚，是我國在政策態度與作為上必須慎重考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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