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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生殖性複製之管制 

 
5.1 行政管制模式 

 
美國聯邦行政部門自桃莉的消息公布後，馬上一反當初對試管嬰兒所採取的

放任態度，隨即有如反射神經被碰觸般地動作起來，除了禁止再以聯邦經費從事

胚胎幹細胞暨無性複製之研究外，在聯邦對於複製技術尚無法律可援用之際，聯

邦行政部門的態度又可以大致分為以下幾者，而均可為「行政管制」模式之借鏡。

一是希望在既有的法律規定內，強加解釋條文以涵蓋複製技術，但是一般咸信為

不恰當的行政機關，其中可以「美國食品藥物管理局」 (Food and Drug 
Administration, FDA) 為代表。二是由美國總統任命組織成立的諮詢建議委員

會，係屬六年京兆的「國家生物倫理諮詢委員會」 (National Bioethics Advisory 
Commission, NBAC) 。三則是現在的「總統之生物倫理會議」 (President’s 
Council on Bioethics, PCBE) ，與 NBAC相同，針對複製技術也有提出報告。而
這些報告建議內容，也多成為國會所提出之法律草案的參考，雖然在總統制之下

行政機關並無法案之提案權，但是基於美國總統所具有之否決權 (veto) ，這些
建議報告必然也會成為國會立法時不斷泛起之「包袱上的千隻白鶴」1。 

 

5.1.1 依既有法規管制－以食品藥物管理局為例 

 
美國聯邦食品藥物管理局 (FDA) 是美國「健康與人民服務部」 (Health and 

Human Services, HHS) 轄下數個機關與機構中的一個2，目前負責管理的產品 
(products) 除食品與藥物外，尚包括有醫療器材 (medical devices) 、生物產品 
(biologics) 、動物飼料與藥物 (animal feed and drugs) 與化妝品 (cosmetics) 等等

                                                 
1 總統制之下行政機關無提案權，必須透過同黨議員提案，與內閣制下內閣本身即可自行提案不

同。參法治斌、董保城，《憲法新論》，頁 277，作者自刊 (2003)。並參林子儀、葉俊榮、黃昭

元與張文貞，《憲法－權力分立》，頁 174-75，學林 (2003)。「千隻白鶴」語出川端康成著，蕭
羽文譯，《千羽鶴》，頁 15、51及 75，志文 (1988)。千羽鶴是述說主角菊治與亡父情婦的戀慾

故事，菊治於聚麀之時，仍然不斷想起象徵清新、純潔但是無緣的相親對象稻村雪子，以及其

所拿的桃紅縐綢上繡有千隻白鶴的包袱。 
2 其他尚包括如「疾病管制與預防中心」 (Centers for Disease Control and Prevention, CDC) 、「國
家衛生研究院」 (National Institutes of Health, NIH) 等，See http://www.hhs.gov/about/index.html 
(last visited Apr. 7, 2004). 其中 NIH並且與許多生物科技之研究管理有關，參本文，頁 18及 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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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FDA負責執行的法律除「聯邦食品藥物暨化妝品法」 (Federal Food, Drug and 
Cosmetic Act of 1999) 外，尚包括其他各式各樣共約四十來種的法律4。在桃莉公

布不久後，FDA 就聲稱基於公共安全的考量，其對於人類複製技術 (human 
cloning) 有管轄權5，並且必須禁止這樣的實驗。一九九八年二月十日在一封公

開給參議員 Edward Kennedy的信中，更是明確主張依照既有法律即足以規範複

製人類的行為，而呼籲不須再行立法6。雖然 FDA並未明確表示其管轄權所依據
的法律條文，但是可以推斷有三個可能性： (一) 是認為符合「聯邦食品藥物暨

化妝品法」 (Federal Food, Drug and Cosmetic Act, FFDCA) 當中所謂的「藥品」 
(drug) ； (二) 是認為符合 FFDCA當中所謂的醫療「裝置」 (device) ； (三) 是
認為符合「公共健康服務法」 (Public Health Service Act, PHSA) 當中所謂的「生
物產品」 (biological product) 7。而其中又以末者最有可能，違反此項並且可能

要面對五百美元的罰金 (fines) 或一年以下的有期徒刑，還有以一日最高十萬美

元計算的民事損害賠償額之規定8。茲將上述「藥品」、「裝置」及「生物產品」

三者分述如下。 
 
「聯邦食品藥物暨化妝品法」 (FFDCA) 就「藥品」 (drug) 的定義有

二： (一) 供診斷、治療、緩和、醫療或預防人類或動物疾病而使用之物 (articles 
intended for use in the diagnosis, cure, mitigation, treatment, or prevent of disease in 
man or other animals.) 。 (二) 用以影響人類或動物身體之結構或功能而使用之

食品以外之物 (articles (other than food) intended to affect the structure or any 
function of the body of man or other animals.) 9。在人類無性複製 (human cloning) 
的情況，唯一可能符合此處所稱之「物」 (article) 者，僅有以 SCNT 所產生的
人類重組胚胎。首先產生的問題是，如果把胚胎視為此處所稱之物10，結果不管

是經由激情 (passion) 或培養皿 (petri dish) 產生之胚胎，均必須事先獲得 FDA
的許可與證照核發，產生人類生命的形成必須先獲准許的荒謬結論11，而且因為

                                                 
3 See http://www.fda.gov/ (last visited Apr. 7, 2004). 
4 See http://www.fda.gov/opacom/laws/ (last visited Apr. 7, 2004). 
5 Paul Lesko & Kevin Buckley, Attack of the Clones…and the Issues of Clones, 3 Colum. Sci. & Tech. 

L. Rev. 1, 35 (2002). 其他許多生技公司亦主張 FDA可以馬上介入，目的是要避免不斷公開宣

稱欲生殖性複製的 Seed等人，導使國會立法而連治療性複製也一起禁止，結果就是破壞商機。 
6 Elizabeth C. Price, Does the FDA Have Authority to Regulate Human Cloning?, 11 Harv. J. Law & 

Tec 619, 619 (1998). 
7 Id. at 620. 
8 Id. at 621 n.16. See also Daniel Mark Cohen, Cloning and the Constitution, Cloning and the 

Constitution, Cloning and The Constitution, Cloning and…, 26 Nova L. Rev. 511, 526 (2002). 
9 See http://www.fda.gov/opacom/laws/fdcact/fdcact1.htm (last visited Apr. 9, 2004). FFDCA Section 

201 (g) (1) 其實尚有另外 2個定義，但是一望即知其與 human cloning無涉，因此予以略去。 
10 此處所稱之 article其實應係指藥丸、膠囊等類似之物，但是 FDA一直採取比較寬鬆的認定，
甚至認為單獨存在的基因，或經 DNA cloning後的基因，也是這裡所稱之 article，並且進一步
符合「藥品」的定義。同樣類似的情形，也發生在後述的醫療裝置 (device) ，FDA認為提供
醫療服務的電腦程式也是所謂的 article，並進一步認為即屬醫療「裝置」。See Richard A. Merrill 
& Bryan J. Rose, FDA Regulation of Human Cloning: Usurpation or Statesmanship?, 15 Harv. J. 
Law & Tec 85, 119-20 (2001). 

11 See Price, supra note 6, at 630. 由下述的 medical device的例示規定中，更可見把胚胎視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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涉及生殖基本權 (fundamental procreative right) ，結果是 FDA之管制即必須經得
起司法嚴格審查基準，必須證明其管制之目的確屬有重大迫切之利益 
(compelling interest) 12，但是這顯然並不容易。其次，就上述第一種定義而言，

生殖性複製的目的係產生生命，植入胚胎之結果是妊娠懷孕，與疾病治療無關；

至多主張生殖性複製係治療不孕症之手段13，但是這樣的結果是 FDA 有權介入
其他的人工生殖 (ART) ，然而 FDA從未如此主張14；僅有治療性複製，也就是

以 SCNT 產生胚胎，並調控成為特定組織器官時，才有可能符合這樣的藥品定
義，但是這樣就和 FDA 主張其有權規制複製人之聲稱不合15。第三，就上述第

二種藥品定義而言，植入之胚胎雖然對母體產生影響，但是與其說植入之目的在

於影響母體功能16，毋寧應說胚胎係藉母體而滋養長大17；並且如果科技進步到

可以將胚胎植入人造子宮，則結果是植入之胚胎即不再符合此藥品之定義，而顯

然法律如欲禁止生殖性複製，不可能僅有有權管制植入母體，而無權管制植入人

造子宮之想法，畢竟兩者最後同樣都是產生複製人18。 
 
FFDCA 中就醫療「裝置」 (device) 的定義係指「工具、裝置、器具、機

器、機械、移植物、試管試劑或其他類似或相關之物品，包括其任何之組成、部

分或附屬物」 (an instrument, apparatus, implement, machine, contrivance, implant, 
in virto reagent, or other similar or related article, including any component, part, or 
accessory.) ，而係： (一) 供疾病或「其他狀況」 (other conditions) 之診斷 
(diagnosis) 以及治療、緩和、醫療或預防人類或動物疾病； (二) 用以影響人類

或動物身體之結構或功能，「但非透過影響體內化學作用與以新陳代謝之方式達

成」 (which does not achieve its primary intended purposes through chemical action 
within or on the body of man or other animals and which is not dependent upon being 
metabolized for the achievement of its primary intended purposes.) 19。在這當中，重

                                                                                                                                            
FFDCA所稱之「物」的不恰當。 

12 See Gregory J. Rokosz, Human Cloning: Is the Reach of FDA Authority Too Far a Stretch?, 30 
Seton Hall L. Rev. 464, 503 (2000). 

13 Id. at 505. 
14 Christine Willgoos, FDA Regulation: An Answer to the Question of Human Cloning and Germline 

Gene Therapy, 27 Am. J. L. and Med. 101, 120 (2001). 
15 Price, supra note 6, at 631-32. 就懷孕並不是「疾病」，其並舉第 3巡迴上訴法院於 1976 年所確

認，聯邦紐澤西州地方法院的 United States v. An Article of Drug, 414 F. Supp. 660, 664 (D.N.J. 
1975) 判決，也就是所謂的 Ova II case中，法院認為懷孕係哺乳類的自然正常生理功能之意見。 

16 其實這裡所謂的「影響」，應該是指會促進健康而言，當初國會在 1938 年制定 FFDCA時，用
語之所以會如此寬鬆，目的是在因應未來科技進步所產生的新穎藥品，以及所可能產生的各種

疾病，例如肥胖症 (obesity) 就不是當初所設想的，但是減肥藥仍然可以符合此處的定義。

Merrill & Rose, supra note 10, at 122. 
17 See Richard A. Merrill, Human Tissues and Reproductive Cloning: New Technologies Challenge 

FDA, 3 Hous. J. Health & Pol’y 1, 67-68 (2002). 認為由歷史及目的解釋的結果，似乎可以認為此

處的藥品，不應包括植入母體之胚胎。 
18 Price, supra note 6, at 632-33. 
19 See supra note 9. FFDCA Section 201 (h) 亦有其他定義，但是予以略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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組胚胎最有可能符合的是所謂的「移植物」20，但是仍然必須符合之後的兩種用

途。此可簡單歸納為三點。第一，第一種用途較先前的藥品增加了「其他狀況」

的診斷，懷孕雖然不符合疾病的定義，但是的確是此處所稱之「其他狀況」；然

而將胚胎植入母體，目的不在診斷是否懷孕，反而是產生懷孕21。第二，在治療

性複製的情形，所產生的器官或組織符合此處所稱之醫療裝置，但是在第一種用

途之下，必須有真正移植之行為方屬之，如果僅係在培養皿中的研究，則就不落

入這個範疇22。第三，第二種用途所增加之化學作用與新陳代謝之排除，乃是為

與藥品區隔，用以表示藥品係透過化學或生理作用 (chemical or physiological 
means) 達成，而裝置則係透過機械作用 (mechanical means) 達成，因此重組胚
胎更不會落入此定義23。 

 
將重組胚胎視為 FFDCA 中的「藥品」24或「醫療裝置」，藉此以使 FDA 有

權管轄的主張的確較為牽強，但是主張其係「公共健康服務法」 (Public Health 
Service Act, PHSA) 中的「生物產品」 (biological product) 則最具可能性。
PHSA就「生物產品」 (biological product) 的定義乃是指「病毒、治療用血清、

毒素、解毒素、疫苗、血液、血液組成成分或是此等的衍生物、、、或相類似之

物」 (a virus, therapeutic serum, toxin, antitoxin, vaccine, blood, blood component or 
derivative…or analogous product) ，而係「應用於預防、醫療或治療人類疾病或

其他情況」 (applicable to the prevention, treatment, or cure of a disease or condition 
of human beings) 25。此可簡單歸納為三點。第一，FDA認為重組胚胎即是屬於
其中的「相類似之物」，並且是用來治療不孕症的產品，因此其有權管轄26。然

而上述各種生物產品之例示規定中，指的均是非人體 (non-human) 之物或人體
之一部 (bodily component) ，乃係自成一類 (sui generis) 之物，與胚胎有很大的
相異性27。第二，FDA依據 PHSA或 FFDCA等法律所制定的管制規則，就與本

條所規定之其他「相類似之物」，乃是指「人體細胞、組織或基於細胞或組織而

生成之產品」 (human cells, tissues and cellular and tissue-based products, HCT/P’s) 
28，並且最近的發展中 FDA 認為精液、卵子或其他的生殖組織均包括在內，將

                                                 
20 此處之移植「物」 (implant) 也會與前述藥品之 article出現類似的問題，但是於此即不贅述。 
21 Price, supra note 6, at 635. 
22 Id. at 635-37. 
23 Id. at 638. See also Rokosz, supra note 12, at 510-11. 
24 關於 FDA主張將藥品之定義擴張，類似的情形也發生在煙草產品 (tobacoo products) 上，學
者 Cass Sunstein並且曾經主張 FDA與 FCC與 FTC與 EPA等機關在法條解釋上的權限，其實
有類似普通法法院 (common law court) 的地位，但是 2000 年聯邦最高法院在 FDA v. Brown & 
Williamson Tobacoo Corp., 529 U.S. 120 (2000) 案中，卻不採取這樣的看法，而判決 FDA敗訴。
See Merrill & Rose, supra note 10, at 123. See also Cass R. Sunstein, Regulation: Is Tobacoo a Drug? 
Administrative Agencies as Common Law Courts, 47 Duke L.J. 1013, 1055-58 (1998). 

25 See http://www.fda.gov/opacom/laws/phsvcact/sec262.htm (last visited Apr. 9, 2004). PHSA section 
262 (i) 自 1994 年後有經過數次修正。 

26 See John Charles Kunich, The Naked Clone, 91 Ky. L.J. 1, 14 (2002). 
27 Price, supra note 6, at 639. 
28 See Willgoos, supra note 14, at 121. See also Rokosz, supra note 12, at 495-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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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 jurisdiction擴張至其原本不太插手的ART領域，之後則進而主張human cloning
也是管制的對象29。但是就母法之規定觀之，胚胎顯然應係 entity，而不是這裡

所謂的「相類似之物」，況且由反對複製技術 (anti-cloning) 應用至人類的角度觀

之，其既認為複製人類有將胚胎商品化與物化的可能性，則又同 FDA 主張胚胎
係其他「相類似之物」，不啻是某種程度上的反諷 (irony) ，無怪 FDA的這種主
張被認為是種魯莽的聲稱 (bold assertion) 30。第三，就算把胚胎當作是相類似之

物，但是其也產生與前述藥品或裝置同樣的問題，也不會符合「應用於預防、醫

療或治療人類疾病或其他情況」之定義31。 

 

綜合上述，FDA想在既有的法規中強加解釋32，而認為對人類無性複製具有

管轄權，在法律論理上顯然是有問題的。而在這樣的過程中啟發點有二： (一) 既

有的法規因為用語的寬鬆，在解釋上誠然可以包括許多狀況，但是畢竟所依據的

法律之立法目的本非為此種情形而設，強加解釋或以命令擴張的結果，難免就是

顧此失彼，並有違反母法之疑慮。FDA想管制「生殖性複製」，但是解釋上反而
是「治療性複製」較合於法律文義，就是一例明證。這樣的問題，就是考慮以修

法之方式解決，但是不論是增修既有法律或制定專法，參照此例，在定義上的文

字用語就必須斟酌33、必須允當適中，避免在僅欲禁止「生殖性複製」的情形，

結果是阻礙「治療性複製」或者幹細胞的研究34。 (二) 不論是在既有法規或新

法底下，FDA 是否適於作為管制機關，也值得考量。換句話說，這裡有制度效

能 (institutional capacity) 以及管制願景 (regulatory landscape) 的問題，FDA是
否適於以及具有足夠的資源擔任這個任務？事實上除 FDA 外，亦有主張依既有
法規有權管轄 human cloning 的行政機關，例如環境保護署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Agency, EPA) 35。此時究竟是 FDA或 EPA較適合？或者應該成立新的

專責機關，以因應不斷加速前進的科學發現  (accelerating pace of scientific 
discovery) ？此外，行政機關的過早介入，是否阻礙了進一步在倫理、宗教、社

會與法律上的思辯36？無怪乎如此主張的 FDA 面對其他聯邦行政部門體系時，

                                                 
29 Merrill & Rose, supra note 10, at 111-16. 
30 Kunich, supra note 26, at 14. 
31 Price, supra note 6, at 640-41. See also Rokosz, supra note 12, at 499-501. 
32 當然此處不排除其他 FDA所負責執行之法律，也有可能成為管轄權的依據，但是大部分的文

獻均集中焦點於此 3者，因此本文就其他即不一一論述。 
33 這部分就會牽涉「複製」之「範圍」及「用語」的問題，參本文，頁 39-46；更進一步的在具

體專法條文上所出現的用語問題，則詳於後述。See also Henry T. Greely, Banning “Human 
Cloning”: A Study in the Difficulties of Defining Science, 8 S. Cal. Interdis. L.J. 131, 32-34 (1998). 

34 See Merrill & Rose, supra note 10, at 132. 
35 EPA主張有權管轄基因改造生物 (genetically modified organisms) ，並且認為以 SCNT所產生
的胚胎即屬之，係符合「毒物管制法」 (Toxic Substances Control Act) 與「聯邦殺蟲劑、殺菌

劑和滅鼠劑法」 (Federal Insecticide, Fungicide, and Rodenticide Act) 所定義的「具有殺蟲劑性

質之化學物質或實體」 (chemical substances or entities with pesticidal properties) ，但是當然比
FDA遭致更大的質疑，而且實在也「太超過」 (overreaching) 。See Kunich, supra note 26, at 14. 

36 Merrill & Rose, supra note 10, at 139-46. 以桃莉之祖國「英國」而言，1990 年就成立「人類受

孕與胚胎學管理局」 (Human Fertilisation and Embryology) ，由英國健康部長指派 21人，醫學
及胚胎學專家不得超過半數組成。而在 1996 年 12月至 1999 年 12月間，布萊爾又成立了「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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僅僅是「紅樓隔雨相望冷，珠箔飄燈獨自歸」37，似乎頂多只獲得一個沉默的支

持 (tacit support) 。後來美國總統即轉而向其他諮詢委員會，要求提出更周詳的

建議報告。 

 

5.1.2 依諮詢建議模式 A－國家生物倫理諮詢委員會 
 

「國家生物倫理諮詢委員會」 (National Bioethics Advisory Commission, 
NBAC) 是柯林頓總統在一九九五年十月三日以「行政命令」 (executive order) 第
一二九七五號成立的，其並且是「聯邦諮詢委員會法」  (Federal Advisory 
Commission Act) 下所稱的委員會，初始設計由總統指派十五名以下委員組成，
目的是要針對以人體為對象的生技研究與實驗提出建議與諮詢報告，並期待因此

整合各方研究意見以及提供思辯論壇，原本係為期二年且不對外直接執行法律的

機構38。一九九六年九月將委員會人數修正為「十八人以下」39，一九九七年五

月則將期間「延長至一九九年十月三日」為止40。一九九九年九月又再以第一三

一三七號命令41： (一) 將 NBAC正式劃歸隸屬於「健康與人民服務部」 (HHS) 
轄下； (二) 委員之組成明確要求必須由哲學或宗教 (philosophy / theology) 、社
會或行為科學 (social / behavioral science) 、法律 (law) 、醫學或健康專業 
(medical / allied health professions) 以及生物學研究 (biological research) 五個領

域產生。另外上必須至少有三位來自一般公眾 (general public) ，以求科學家與
非科學家間的平衡。 (三) 委員會運作延長至二 OO一年十月三日。NBAC以普
林斯頓大學的 Harold T. Shapiro為主席42，而具體運作則可參考其組織規章43。 

 
一九九七年在桃莉的消息公布後，柯林頓總統立即要求 NBAC 在九十天內

提出報告，並且下令禁止所有聯邦經費應用於人類無性複製。NBAC於是在同年

六月提出「無性複製人類」 (Cloning Human Being) 的研究報告44，報告分為

                                                                                                                                            
類遺傳學諮詢委員會」 (Human Genetics Advisory Commission) ，與前開管理局在 1998 年共同

提出 Cloning Issues in Reproduction, Science, and Medicine的報告。在這樣的「諮詢建議」模式
中，即較能夠獲得各方意見以及提供思辯論壇，進而形成 long-term policy，日本以及法國、還
有後來以 NBAC等諮詢委員會為主的美國行政部門，皆採取這樣的模式。 

37 語出唐朝李商隱，〈春雨〉，收於邱燮友注譯，《新譯唐詩三百首》，頁 407-08，三民 (2003 年

4版)。原文為：「悵臥新春白袷衣，白門寥落意多違。紅樓隔雨相望冷，珠箔飄燈獨自歸。遠

路應悲春晼晚，殘宵猶得夢依稀。玉璫緘札何由達？萬里雲羅一雁飛。」。 
38 See http://www.georgetown.edu/research/nrcbl/nbac/about/eo12975.htm (last visited Apr. 11, 2004). 
39 See http://www.georgetown.edu/research/nrcbl/nbac/about/amendment.htm (last visited Apr. 11, 

2004). 
40 See http://www.georgetown.edu/research/nrcbl/nbac/about/further.htm (last visited Apr. 11, 2004). 
41 See http://www.georgetown.edu/research/nrcbl/nbac/nbac_extended.html (last visited Apr. 11, 2004). 
42 See http://www.georgetown.edu/research/nrcbl/nbac/about/nbacroster.htm (last visited Apr. 11, 

2004). 
43 See http://www.georgetown.edu/research/nrcbl/nbac/about/nbaccharter.pdf (last visited Apr. 11, 

2004). 
44 See NATIONAL BIOETHICS ADVISORY COMMISSION, CLONING HUMAN BEINGS (June 1997), availab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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六章45，除導論 (Introduction) 外，詳述 cloning 的科學面 (The Science and 
Application of Cloning) 46、宗教觀點  (Religious Perspectives) 47與倫理考量 
(Ethical Considerations) 48等。在第五章「法律與政策考量」 (Law and Policy 
Considerations) 中，就「生殖性無性複製」與屬於基本權利的「生殖自由」之

間的關係，其基本上雖持反對態度，但是也認為必須再予以進一步的觀察、檢討

與討論。 
 
因此，NBAC 在政策建議上提出了五個互不排斥的選項： (一) 持續以限

時法規禁止以聯邦經費補助生殖性無性複製 (Continue the Moratorium on the 
Use of Federal Funding for the Creation of a Child Using Somatic Cell Nuclear 
Transfer) 。這是最簡單的選項，也就是延續美國總統在一九九七年三月四日的

禁止命令。但是也必須考量在安全與倫理問題未解決前，允諾不將 SCNT應用至
人類而繼續研究的機構，仍然可以獲得補助49。 (二) 吸引私人部門遵守聯邦
暫時禁止人類無性複製的計畫 (Appeal to the Private Sector for Adherence to 
the Intent of the Federal Moratorium on the Cloning of Human Beings) 。其認為已經
有許多科學社群表達支持一個暫時的禁令，而且專業自我限制也較政府介入遭遇

較少之抵制，也免去有侵害憲法保障之研究自由的疑慮。透過警告可能發生的醫

療訴訟、州政府對證照核發的管制以及專業社群的自我規範，都有可能達成這個

目標。但是畢竟不是所有的專業團體均表達反對人類無性複製，再加上目前聯邦

可供運用的法律僅有 Fertility Clinic Success Rate and Certification Act of 1992，所
以可行性不高50。  (三) 擴大以人體研究為對象的保護性立法  (Legislate 
Extended Human Subjects Protection) 。此主要是透過聯邦機關，例如 FDA對於
藥品、裝置與生物產品的管制手段，利用這些分散在各機關中的 Institutional 
Review Board (IRB) 加以監控管理。但是因為此種手段必須是法律規定要事先申

請許可者方能適用，而目前並不是所有的研究專案都在此範圍之內，所以必須先

行修法擴大這些保護性法律的適用。此外，分散的 IRB 也不利於集中管制，而

且過去運作的經驗顯示 IRB 往往功能不彰，再加上即便擴大法律適用範圍，仍

然會有例如私人診所毋須先行申請的情況，所以必須配合上述專業自治的選項
51。 (四) 立法禁止以體細胞核移轉製造小孩 (Legislative Ban on the Use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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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5 此報告摘要之中譯文，請參鍾芳樺，〈美國生物倫理諮詢委員會複製人報告之摘要〉，載於《生

物科技與法律研究通訊》第 1期，頁 17-33 (1999/1)。 
46 NBAC Report, supra note 44, at 13-38. 
47 Id. at 39-61. 並參翁大鈞，《「複製人」之立法研究》，頁 79-81，台大三研所碩士論文 (2000)。 
48 NBAC Report, supra note 44, at 62-84. 
49 Id. at 96. 其主要是參考 1980 年代對重組 DNA應用於基因療法時的做法，認為在有設監督制

度下的機構仍然可以繼續獲得與 SCNT有關的補助，只要該機構允諾不會將 SCNT應用至人類

身上。 
50 Id. at 96-99. 
51 Id. at 99-100. IRB之所以功能不彰，在於其往往工作超量，而且也成為利益衝突交戰的場所，

再加上欠缺因應科技日新月異發展的專業人才，因此似乎不是一個合適的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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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matic Cell Nuclear Transfer to Create a Child) 。認為一個整合性的聯邦立法較為

可行，其可以同時涵蓋公私部門，也可以避免因為各州法律不一所造成的「法庭

挑選」 (forum shopping) ，也就是欲無性生殖性複製者就搬遷至無禁令的州；此

外新法也可以大幅提高處罰金額，以遏止欲圖利而從事者。但是此選項抑制了更

進一步討論的空間，再加上要解決與各州權限的問題，以及欲從事者畢竟屬於少

數，聯邦新立法律禁止有成本問題以及遊說風險，因此該法必須有「日落條款」 
(sunset provision) 。日落條款提供再檢視的機會，也可以因應科技之快速進步，

具有彈性而可避免遊說阻力。日落條款的設定可以有三種選擇： (1) 任擇一定
期間 (an arbitrary number of years) ； (2) 設置新機構授權其決定 (the creation of 
a body charged with identifying the moment) ； (3) 結合上述兩者並要求新機構
隨時研究報告 (combine these approaches and create a body that would report at a 
specific time) 52。最後一個政策建議選項則是 (五) 與其他國家在關於人類無
性複製政策之共通點上的合作執行  (Cooperate with Other Nations in the 
Enforcement of Common Elements of Our Policies Regarding Human Cloning) 。其
認為例如德國、法國、阿根廷、中國大陸、日本等國均公開宣示並進行禁止人類

無性複製的政策，英國也亟欲修法或在解釋上禁止。世界性的組織如WHO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也支持這樣一個禁令 (ban) 。聯合國以及國際性的非政府組
織基本上的態度亦同53，本文就此於前亦有所述。 

 
NBAC基於上述此五項政策選項，最後也在第六章 (Recommendations of the 

Commission) 提出相對應的五個建議，基本上仍然採取反對生殖性無性複製的立

場，並且再度強調既有的研究顯示，以此方式產生的子嗣會有許多心理與身體上

的傷害，其他重要的社會價值，即足以衡平法律介入如此高度個人的自主決定。

但是禁止之法律在用語上必須謹慎，以避免禁止了其他層次與形式的 cloning。
例如 DNA cloning以及 cellular cloning，這兩個層次所引起的倫理爭議較少，而

且也是科學與生物醫學進一步發展所不可或缺的；又例如 animals cloning，可作
為未來進一步研究的基礎，而且也有其他相關的監督機制可供應用。因此最後則

建議應採限時法 (moratorium) 的方式，為期以三至五年為恰當，以提供更多

的討論與研究。並為建立長期政策 (long-term policy) 以及繼續討論思辯，聯邦

行政部門與機關涉及此領域者，都應繼續合作以提供資訊與教育大眾54。而也因

為如此，所以 NBAC 在二 OO 一年十月三日解散後，聯邦行政部門立即又再成

立另一個諮詢委員會，以求更完善的研究與建議。 
 

                                                 
52 NBAC Report, supra note 44, at 100-02. 
53 Id. at 102-03. 其中所指 UNESCO的報告為 1997 年 11月 11日之 Universal Declaration on the 

Human Genome and the Protection of Human Rights，而 HUGO之報告則為 1996 年 3月之
Statement on the Principled Conduct of Genetics Research。 

54 Id. at 107-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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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3 依諮詢建議模式 B－總統之生物倫理會議 

 
「總統之生物倫理會議」 (President’s Council on Bioethics, PCBE) 是小

布希總統在二 OO一年十一月二十八日以第一三二三七號命令所組成55，任務是

在生物倫理議題上提供建議予總統，這些議題諸如「胚胎與幹細胞之研究」、「輔

助生殖」、「無性複製」、「人類遺傳學與神經科學知識與技術的使用」以及「生命

終結」等等56。其任務主要有五： (一) 在生物醫學、行為科學以及科技的發展

上，就人類與道德上的重要性作一個基本的探索 (inquiry) ； (二) 就與這些發
展相關所產生特別的倫理與政策問題加以探究 (explore) ； (三) 就生物倫理議

題提供 (provide) 一個全國性討論論壇； (四) 便利 (facilitate) 在生物倫理議題

上有更多的了解； (五) 探究在生物倫理議題上國際合作 (collaboration) 的可能
性。命令中也特別強調 PCBE的運作不應強求共識，反而應該將各種不同意見多

元地表達出來。PCBE由十八位以下委員所組成，必須來自「科學與醫學」、「法

律與政府」、「哲學與宗教學」和「其他人文與社會科學」等各個領域，任期兩年

但期滿亦得再任命。PCBE原本擬運作二年後解散，但是二 OO三年九月二十三

日則以一三三一六號令，予以延長至二 OO五年九月三十日57，最近一次總統的

任命在二 OO二年一月十六日58，目前的主席是芝加哥大學著名的生物倫理學家

Leon R. Kass，成員連同主席共是足額的十八人59。 
 
PCBE成立運作後，第一個挑選的研究主題即是 human cloning，歷經二 OO

二年一月、二月、四月以及六月數次的會議討論後，在同年七月十日提出「人

類無性複製與人類尊嚴：一個倫理的探究」 (Human Cloning and Human 
Dignity: An Ethical Inquiry) 研究報告60，報告分為八章，除一二章就人類無性

複製的意義及歷史介紹外，第三章「術語上」 (On Terminology) 以及第四章「科
學背景」 (Scientific Background) ，本文在第二章「2. 複製之生物技術」中也多
所引用 61。報告的第五章「生殖性無性複製的倫理問題」 (The Ethics of 
Cloning-to-Produce-Children) 與第六章「治療性無性複製的倫理問題」 (The 
Ethics of Cloning-for-Biomedical-Research) ，則分別針對 CPC與 CRT加以討論，

                                                 
55 See http://www.bioethics.gov/reports/executive.html (last visited Apr. 12, 2004). 
56 其他議題種類繁多，See http://www.bioethics.gov/ (last visited Apr. 12, 2004). 
57 See http://www.bioethics.gov/about/executive2.html (last visited Apr. 12, 2004). 
58 See http://www.bioethics.gov/about/whpress.html (last visited Apr. 12, 2004). 
59 See http://www.bioethics.gov/about/members.html (last visited Apr. 12, 2004). 
60 此報告在經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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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eTHE PRESIDENT’S COUNCIL ON BIOETHICS, 
HUMAN CLONING AND HUMAN DIGNITY: THE REPORT OF THE PRESIDENT’S COUNCIL ON BIOETHICS 
(with a Foreword by Leon R. Kass, 2002) [hereinafter PCBE Cloning Report with Ka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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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1 參本文，頁 40註 9等。其他例如 NAS針對 cloning的研究報告，本文頁 47註 63等亦有著墨。 



論生殖性複製與生殖自由 

 178

其中 CRT非本文關心重點，因此暫予省略，至於第五章 CPC的部分，本文於第
三章「3. 生殖性複製之法律意義」當中已整理介紹，故於此亦不贅言。報告在

最後末兩章，第七章「公共政策的選項」 (Public Policy Options) 與第八章「政
策建議」 (Policy Recommendations) ，則分別提出其相關的政策選項與建議。 

 
第七章首先就科學與社會的關係作一概括性的描述，認為長久以來基於所謂

彼此默契的契約 (tacit contract) ，我們給予科學追求與應用一個很大的空間，並
且也讓其受所謂「研究自由」的保護。但是科技的發展近年來太過迅速，對社會

整體是福是禍已難預料，因此認為界限 (boundaries) 與管制 (regulations) 的設
置在現在是必要的，不能再委諸所謂的「專業自治」62。就整個政策的形成，當

然不能僅將焦點放在 cloning 之上，因為其也會牽涉其他胚胎研究、基因檢測與
改造等問題所共同形成所謂的「生殖遺傳學」 (reprogenetics) 。其並舉德國為禁
止模式 (proscription) 之代表、英國則為管制模式 (regulation) 之代表，而加拿
大則是兩種模式之結合，以證明政策的建立是有其必要性。然而因為 CPC與 CRT
同樣都是以 SCNT開始，因此不可能僅禁止 SCNT就認為可以解決問題，更何況

CRT 一般被認為較能夠接受，主張允許的人亦不在少數。所以 PCBE 認為一個
整合性地綜觀與檢視所有生技領域的政策是有必要的，但是當然其與本文相同，

不可能在此提出一個具體詳細的管理規制建議，因此以下 PCBE即僅就與 cloning
有關之部分提出意見63。 

 

首先在究竟要在聯邦或州的層次立法，其建議應在聯邦層次，其理由在於總

統均不斷在公開場合宣示此為聯邦議題，國會最早也在一九九八年，繼之在二

OO 一與二 OO 二年均有提案動作；其次是如果無性複製技術成功且受允許的

話，則其必然成為州際間的貿易行為 (interstate commerce) ，而此依據憲法是屬
於聯邦管轄的64；最後就是無性複製的議題並非僅存於美國境內，世界各國乃至

於聯合國都對此討論不休，世界性整合的立法是有必要的，而既然締結條約以及

外交事務的權限是屬於聯邦政府的，所以無性複製的立法權限應由聯邦行使65。 

 

管轄權之後，此報告則提出七種可能的政策選項，分別是一、「自我管制」 

                                                 
62 PCBE Cloning Report with Kass, supra note 60, at 197-200. 其實專業團體內之意見也不一致，大

多數的確是支持禁止 CPC，希望允許 CRT。但是所謂的允許 CRT，係指附有管制之允許，或
係完全地放任，就有不同意見。 

63 Id. at 200-06. 
64 此當然並非沒有爭議，涉及的為聯邦與州之間的權限劃分問題，傳統以來對於醫師與醫院的

管理，均是屬於州的權限。此外，cloning也必須符合所謂的 commerce，聯邦才有介入之可能。

不過這對於本文，僅屬枝微末節，因此不予贅述。See Coby S. Nixon, Human Cloning and the 
Commerce Power: In Light of United States v. Lopez, Congress Can-But Should Not-Regulate 
Human Cloning, 37 Ga. L. Rev. 295, 312-22 (2002). See also Lori B. Andrews, Is There a Right to 
Clone? Constitutional Challenges to Bans on Human Cloning, 11 Harv. J. Law & Tec 643, 669-76 
(1998). 

65 PCBE Cloning Report with Kass, supra note 60, at 207-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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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lf-regulation) ；二、「禁止 CPC但不管制 CRT」 (ban plus silence) ；三、「禁
止 CPC且管制 CRT」 (ban plus regulation) ；四、「兩者皆管制」 (regulation of 
both) ；五、「兩者皆禁止」 (ban on both) ；六、「禁止 CPC且以限時法處理 CRT」 
(ban plus moratorium) ；七、「兩者皆以限時法之方式處理」 (moratorium on both) 
66。 

第一個選項又可稱為「袖手旁觀」 (hand-off) 或「放任」 (laissez-faire) 政
策，是放諸私人自我決定與專業社群自主，並仰賴民事侵權體系在出現問題時提

供解決。然而 PCBE認為一則聯邦政府的作為顯然不傾向此種方式，二則無性複

製技術也沒有想像中的沒有問題而可放諸市場機制，三則侵權法體系也未必為有

效之依靠，故否決了此政策選項67。第二個禁止 CPC但在 CRT保持沉默，又可
稱為「禁止植入」 (the ban on implantation) 政策，是允許以無性方式創造胚胎，
但禁止將之植入母體而產生子嗣。這個選項不需要新的機關負責執行，委諸司法

部即可，並且也有利於維持國家在生物科技方面的利益與競爭力。但是 PCBE認
為一則國家不可能在研究領域保持所謂中立，因為允許創造胚胎以供研究的同

時，就代表國家是默許鼓勵這些研究。二則「禁止植入」之有效性值得懷疑，因

為既然無性創造胚胎是受允許的，則植入母體是非常可能發生的，而且會被所謂

商業機密 (industrial secrecy) 或醫病秘密 (doctor-patient confidentiality) 所保
護，以致於不易查察。一旦發生植入母體，則在已懷孕妊娠的情況下，除非強制

墮胎，否則禁止 CPC之政策不可能落實68。第三個禁止 CPC但管制 CRT，係利

用既有或新設機關來管制無性胚胎之研究，對象兼及公私研究部門69。這個選項

基本上符合主流大多數意見70，但是此除了像前項有國家支持摧毀胚胎之疑慮

                                                 
66 PCBE Cloning Report with Kass, supra note 60, at 210. 以下為詳細之原文 (emphasis added) ： 
Option 1: Professional self-regulation with no legislative action. 
Option 2: A ban on cloning-to-produce-children, with neither endorsement nor restriction of 

cloning-for-biomedical-research. 
Option 3: A ban on cloning-to-produce-children, with regulation of the use of cloned embryos for 

biomedical research. 
Option 4: Government regulation, perhaps by a new federal agency, with no legislative prohibitions. 
Option 5: A ban on all human cloning, whether to produce children or for biomedical research. 
Option 6: A ban on cloning-to-produce-children, with a moratorium, or temporary ban, on 

cloning-for-biomedical-research. 
Option 7: A moratorium, or temporary ban, on all human cloning, whether to produce children or for 

biomedical research. 
67 Id. at 211-13. 一般而言，生技公司多傾向此種方案，希望一切委諸市場機制，因為這畢竟是一

塊大餅，例如桃莉的創造者也以 SCNT申請專利，或者如加州的某生技公司就接受商界之金

援，以為期2年、金額高達230萬美金，來從事無性複製狗隻的研究。See Emily Marden & Dorothy 
Nelkin, Cloning: A Business without Regulation, 27 Hofstra L. Rev. 569, 571-72 (1999). 

68 PCBE Cloning Report with Kass, supra note 60, at 213-14. 
69 Id. at 215. 此機關可能必須負責以下 7項任務： (1) 建立在無性胚胎產生後的研究準則，包括

禁止植入人體、動物或人造子宮之規定。 (2) 證照與相關研究事前檢視之機制。 (3) 建立包

括供卵及供核者在內所有參與實驗者的研究保護準則。 (4) 紀錄並追蹤每個無性複製胚胎。 (5) 
設置並強制執行要求在一定天數以前，胚胎不得於培養皿中成長之規定。 (6) 監控並管制所
有在研究當中與胚胎或卵母細胞有關之金融往來紀錄。 (7) 監控所有企業、學術與商業研究
機構，確定其有遵守相關研究準則，並對違反者施以適當處罰。 

70 主流民意可否作為政策形成之依據？論者可能直覺認為立法者為人民代表，在委任代表理論

之下，自然應該「民之所欲，常在我心」。但是多數民意未必正確，例如對於 cloning的誤解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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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管制之有效性值得懷疑。不論是集中既有機關事權或新設機關，都必須花上

很多年，並且美國本身並沒有管制其他類似領域，例如人工生殖的經驗。此外，

管制機關當中必然要有生技專業人士，而其可能較易於受到其他經濟利益或科學

探知欲望的影響，以致於忽略國家社會所考量者，而作出寬鬆的決定71。 
 

第四個係管制兩者，類似於第三個選項，職司之機關除在 CRT部分應有研
究準則外，在 CPC 部分也必須設置行為準則，包括安全性、有效性與其他相關

個案問題。例如准許以此方式取代已逝之孩子，但不允許複製其他知名運動員。

此選項的優缺點均在於「彈性」 (flexibility) ，如係立法授權機關管制，則立法

定義可能完全跟不上科技，並且作了一個錯誤的預測。此外，即便個案允許 CPC，
與民主社會多數意見與決定也不相符合72。第五個選項為全面永久性地封殺，可

稱為「SCNT禁止」政策，也就是完全禁止此項技術的使用，不論目的為何。此

選項顯而易見的問題在於研究方面的禁止，如此一來所有與此技術有關之專利、

補助與論文發表，都將成為不可能，而且從事者將會有觸法的風險與社會的批

評，此也不利於國家在生技產業上繼續維持優勢73。第六個禁止 CPC 且以限時
法處理 CRT，後者可能係完全禁止或僅予管制。此選項在現時會禁止所有 SCNT
的使用，但是預設一定期間以供 CRT的再討論。在時限之內，CRT究竟是否有
利於醫療疾病與人類福祉即可逐漸明朗；此外，這段時間之內也有利於未來萬一

需要的話，管制機關的組成與設立；並且更多的時間，也利於更多的思辯與討論。

這個選項是引起最多關注與對話的，但是時間拖延的結果也是不利商機與國力
74。第七個選項則是兩者均以限時法處理，在短時間內禁止或管制。在 CRT 部
分的好處與前項相同。此外將兩者一併處理，在實用 (practical) 與道德 (moral) 
                                                                                                                                            
是一例。此外，政治運作的結果，往往就是妥協 (compromise) ，以胚胎幹細胞研究為例，小

布希下令禁止再以聯邦基金從事研究，但是仍然允許已存在之細胞株繼續利用，又何嘗不是妥

協的選擇？此外，如果一切依多數決定，則所謂的交換正義 (communtative justice) 、分配正
義 (distributive justice) 與社會正義 (social justice) ，又要如何實現？See, e.g., E.D. Pellegrino, 
Balancing Science, Ethics and Politics: Stem Cell Research, A Paradigm Case, 18 J. Contemp. 
Health L. & Pol’y 591, 605-08 (2002). 

71 PCBE Cloning Report with Kass, supra note 60, at 216-18. 
72 Id. at 218-19. 如果多數民意可以作為政策形成之考量，那「好惡」可不可以？論者即有認為

cloning與血親和姦、獸交、肢解屍體、啖人肉等相同，是屬於我們直覺與感覺認為嫌惡 
(repugnant) 的行為。而無性複製通常在 3個脈絡下討論： (1) 技術的 (technological) 層面視
cloning為中性的，僅僅是種生物技術，端視使用者的動機與意圖 (motives and intentions) 決定
是好是壞； (2) 自由的 (liberal) 層面強調權利與自由 (rights and freedom) ，認為個人在安全
性確保與履行告知後同意下，即有權以此方式繁衍後代； (3) 社會改良論的 (meliorist) 層面
關注疾病、殘缺與優生，強調利弊得失 (benefits and harms) ，若對個人社會有利，就認為係

可支持之繁衍方式。然而此 3種脈絡均忽略其他人類社會更深層的意義，cloning是種污染與
逆行 (pollution and perversion) 的繁衍後代方式，因此雖然 repugnance本身不足以單獨成為禁

止之理由，但是論者仍基此而主張應予禁止。Leon R. Kass, The Wisdom of Repugnance: Why We 
Should Ban the Cloning of Humans, in THE HUMAN CLONING DEBATE 68, 78-83 (Glenn McGee ed., 
3rd ed. 2002). 

73 PCBE Cloning Report with Kass, supra note 60, at 219-20. 
74 Id. at 220-22. 生物專業社群也多半支持此選項，例如一與實驗生物學有關之專業團體 (the 

Federation of American Societies for Experimental Biology) ，就支持 5 年的限時法管制 CRT。See 
Marden & Nelkin, supra note 67, at 577-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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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層面 (grounds) 上，也不會有前述第二、三與六選項之問題，不至於允許 CRT
而導致 CPC，也不會有國家摧毀胚胎之責難。至於缺點則與第五、六選項類似75。 

 
PCBE 在提出此七個政策選項後，在報告第八章「政策建議」  (Policy 

Recommendations) 中，除主席以外的其他十七位委員，就 CPC全部一致支持永
久性禁止之政策。就 CRT 意見較為分歧，七人贊成在有管制的情況下開放，又

可分兩類，一為支持在建立管制機制後才開放，二為主張現在即可開放並逐步建

立管制機制。三人主張以限時法之方式處理。另外七人則主張永久性禁止76。 

 

最後報告提出兩項有順序的具體建議，分別是上述第六與第三的政策選項。

第一建議 (First Proposal) 是認為國會應通過法律永久性禁止 CPC，而 CRT在現
時也因 SCNT 被禁止使用而亦在禁止之列，但是此部分應附有四年的限期規定
77。第二建議 (Second Proposal) 則是一樣認為應永久性禁止 CPC，但現時即允
許 CRT但附加謹慎的管制。也就是說 SCNT現時於例外經許可的情況下，可以

作為胚胎幹細胞或其他科學研究之用，採取原則禁止例外許可之管制方式78。兩

項建議經過討論後，有十人贊成第一建議，另外七人則主張第二建議79。但是不

論如何，仍可見 PCBE反對生殖性無性複製的立場明顯。 

 

 

5.2 立法管制模式 

 
卡夫卡在「審判」中藉由主人翁約瑟夫 K在教堂裡與牧師的一番對話80，

諷刺官僚政治組織本身的混淆不清、效率低落，無法了解法律規範的精神或目的
81。法律原本為人民所用、替人民所制，但是一旦制定後而由行政機關執行時，

往往由於法律文字之狹隘與僵硬，反而使得「法律之前人人平等」的精神無法落

                                                 
75 PCBE Cloning Report with Kass, supra note 60, at 222-23. 
76 Id. at 228. 
77 Id. at 231-32. 
78 Id. at 246. See also Lowell Ben Krahn, Cloning, Public Policy and the Constitution, 21 J. Marshall J. 

Computer & Info. L. 271, 288-93 (2003). 認為以 cloning為繁衍後代之方式，不論是從隱私權、

生殖自由、言論自由或研究自由的角度，均無法認為係 fundamental right，並且支持聯邦國會

禁止 CPC但允許 CRT，且認為可以羅德島州法為範本。 
79 PCBE Cloning Report with Kass, supra note 60, at 256. 
80 FRANZ KAFKA著，黃書敬譯，《審判》，頁 189-90，志文 (1992 年再版)。書中牧師說了個故事

給主人翁約瑟夫 K聽，「在法律門前，有個看門的警衛。一位鄉下人向這個警衛哀求准予進入

法律。但是那警衛說，他不能在這個時刻准許他。那鄉下人想想之後，又問能否過一會讓他進

去，那個看門的回答說：『那是可能的，但現在不是時候。』」。如果制定法律禁止生殖性無性

複製，「現在不是時候」，那什麼時候是時候呢？還是永遠不允許？ 
81 張麗卿，〈法律與文學比較研究初探－以卡夫卡「審判」為例〉，載於《月旦法學雜誌》第 95
期，頁 150-51 (200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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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卡夫卡又藉「城堡」中的土地測量員 K，「雖然並沒有離開城堡，可是也一

步沒有靠近它」，隱喻政治部門或法律體系往往自行其是、不顧人民實際需要，

就制定了自己以為正確且完善的法律82。上述「行政管制」模式中，FDA依據既
有法規顯然不足以管制 cloning，而 NBAC則建議採取限時法、PCBE就生殖性
無性複製則認為應永久禁止、毫無例外，顯然都認為制定一個新的專法是有必要

的。因此在桃莉與世人見面後，美國國會就立即草擬禁止生殖性無性複製之法

案，並且超過二打的諾貝爾獎得主認為一個禁止的限時法是有必要的83，但是截

至目前為止，此項聯邦之立法政策仍未實現。在聯邦仍然猶豫不決、爭執不休之

時，美國各州早已如火如荼展開立法併執行行動，而這些州法必然也將會成為國

會立法時之參考。 
 

5.2.1 美國聯邦之立法 

 
一九九七年六月九日柯林頓總統主政時，就有由其主導並基於 NBAC結

論，而提交國會議決的無性複製禁止專法草案。此法即為「一九九七無性複製

禁止法」 (the Cloning Prohibition Act of 1997, CPA) ，草案當中禁止以 SCNT
來從事生殖性無性複製。禁止之對象不論個人或團體、不論是公部門或私部門，

均不得以 SCNT將胚胎植入母體或以其他方式產生人類 (It shall be unlawful for 
any person or other legal entity, public or private, to perform or use somatic cell 
nuclear transfer with the intent of introducing the product of that transfer into a 
woman's womb or in any other way creating a human being.) 84。而該草案就 SCNT
之定義為「將體細胞之細胞核轉移至去核的卵細胞之中」 (The transfer of a cell 
nucleus from a somatic cell into an egg from which the nucleus has been removed.) 
85。此草案為五年的限時法，蓋係基於 NBAC之建議而來，違反者將受到處罰，

處罰之額度視二十五萬美金與違犯所得或所失之兩倍孰大而定86；檢察總長 

(Attorney General) 有權對違反者向法院尋求禁制令，並且負責執行87。而依該草

                                                 
82 FRANZ KAFKA著，湯永寬等譯，《城堡》，頁 37，志文 (2000)。原文為：「因此，他又走起來

了，可是路實在很長。因為他走的這條村子的大街根本通不到城堡的山岡，它只是向著城堡的

山岡，接著彷彿是經過匠心設計似的，便巧妙地轉到另一個方向去了，雖然並沒有離開城堡，

可是也一步沒有靠近它。」。 
83 See Cohen, supra note 8, at 518. 
84 Cloning Prohibition Act of 1997, H.R. Doc. No. 105-97 (1997). George J. Annas, Human Cloning: A 

Choice or an Echo?, 23 Dayton L. Rev. 247, 269 (1998). See also Kunich, supra note 26, at 10. 
85 Annas, supra note 84, at 269. Kunich, supra note 26, at 10. 
86 Annas, supra note 84, at 270. 本文下述之美國國會之各立法草案，均可於其國會圖書館之線上

資訊系統，依屆數、年別及草案代號查詢，合先敘明。See 
http://thomas.loc.gov/home/c108query.html (last visited Jun. 14, 2004). 而至 1998 年為止之美國相

關草案簡介，可參羅麗珠、王惠珍，〈複製人類在歐美之法制規範〉，載於《資訊法務透析》第

10卷第 9期，頁 26-29 (1998/9)。 
87 See Anne Lawton, The Frankenstein Controversy: The Constitutionality of a Federal Ban on 

Cloning, 87 Ky. L.J. 277, 303-04 (19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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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 (一) 其他 DNA或細胞的無性複製，均不在禁止之列； (二) 動物的無性複

製仍然許可88。至於體細胞係來自胚胎、胎兒或成人，均在所不問；且條文當中

也附有「以他法」之禁止規定，故植入動物或人造子宮或他法，均在禁止之列89。 

 

不過這個草案始終沒有經過任何表決，雖然其很明顯地為後述加州州法所

參酌。其他國會議員的提案亦不在少數，大抵可以分為兩種形式，一是禁止任何

形式的人類無性複製，不論其是否有涉及研究；二是只關心無性複製的結果是否

有產生人類，故只要禁止將複製胚胎植入母體即可，先前階段的無性複製原則上

是受允許的90。而國會議員之提案與基於 NBAC建議而來的草案，最大的不同就

是國會之草案均為永久性的禁止規定91。此外，不論是總統主導或議員提案，大

都不禁止以胚胎分割之方式複製人類92，蓋認為其屬有性生殖，故爭議不大。但

是這些草案也都有定義上的問題，有的似乎仍允許植入母體，只是不得使之出生
93；或者定義根本不清楚94；或者涵蓋過廣，包括了 DNA或 cellular cloning，以
致於為參議院所拒95，並且為美國製藥研究與生產 (Pharmaceutical Research and 
Manufacturers of America, PhRMA) 代表聯盟所抗議關切96。總的來說，這時期聯

邦之立法係屬失敗的行動，不僅就治療性無性複製是否禁止未達成共識，連立法

                                                 
88 Annas, supra note 84, at 270. See also Kimberly M. Jackson, Well, Hello Dolly! The Advent of 

Cloning Legislation and Its Constitutional Implications, 52 SMU L. Rev. 283, 289 (1999). 
89 Lawton, supra note 87, at 303. 
90 See Kunich, supra note 26, at 10-11. See also David M. Smolin, Should a Ban on Reproductive 

Cloning Include a Ban on Cloning for Purposes of Research or Therapy?, 32 Cumb. L. Rev. 487, 
495-501 (2002). 

91 See ANDREA L. BONNICKSEN, CRAFTING A CLONING POLICY: FROM DOLLY TO STEM CELLS 31-33 
(2002). 

92 似乎僅有科羅拉多州之參議員 Ben Nighthorse Campbell所提之 S. 1574案，解釋上可認係一併
禁止胚胎分割，違反者並要負 5000美元以下的民事責任，並且 5 年內不得再受聯邦研究經費

的補助。See Lawton, supra note 87, at 312. See also Human Cloning Prohibition Act, S. 1574, 105th 
Cong. (1998). 

93 例如密蘇里州之參議員 Christopher Bond所提之 S. 368案將 cloning定義為「經由取得帶有遺
傳物質之細胞與培育其經過卵細胞、胚胎、胎兒與其他產生人類之新生階段而複製人類」 (the 
replication of a human individual by the taking of a cell with genetic material and the cultivation of 
the cell through the egg, embryo, fetal, and newborn stage into a new human individual) ，因此似乎
准許植入母體並發育，只是不得出生。該草案並且使用 human individual，故應解為僅禁止
SCNT，但允許胚胎分割。然而依提案者本身之看法，似乎連治療性無性複製亦欲禁止，其並

且對 NBAC之報告的保守態度非常不滿，不過依該定義似乎無法達成其目的。See Annas, supra 
note 84, at 270. See also Lawton, supra note 87, at 305-06. See also To Prohibit the Use of Federal 
Funds for Human Cloning Research, S. 368, 105th Cong. (1998). 

94 例如密西根州之眾議員 Vern Ehler所提之 2個草案，H.R. 922案僅禁止聯邦經費運用於生殖性

無性複製，但允許治療性無性複製，草案經委員會修正後，將 human somatic cell nuclear transfer
定義為「將人類體細胞核移轉至去核或使之不活化的卵母細胞」 (transferring the nucleus of a 
human somatic cell into an oocyte from which the nucleus has been removed or rendered inert) 。
H.R. 923案則不論公私部門均受禁止，將 cloning定義為「利用人類體細胞於製造複製人之程

序」 (the use of a human somatic cell for the process of producing a human clone) ，僅言及以體細
胞無性複製人類，意義為何並不清楚，但違反者要受 5000美元以下處罰。Annas, supra note 84, 
at 270. See also Lawton, supra note 87, at 306-08. Human Cloning Research Prohibition Act, H.R. 
922, 105th Cong. (1997). Human Cloning Prohibition Act, H.R. 923, 105th Cong. (1997). 

95 Annas, supra note 84, at 271. 
96 Jackson, supra note 88, at 2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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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語也可能與提案者本意相違，這些實肇因於生物科技之技術鴻溝難以跨越之故
97。 

 

因此在歷經數年98，以及國會舉辦許多聽證會後99，於二 OO一年九月三十

日眾議院100則又提出「二 OO一年人類無性複製禁止法」 (the Human Cloning 
Prohibition Act of 2001, HCPA of 2001)，此與前草案不同，係有經表決通過之法

案，因此值得重視。眾議院以二六五票對一六二票通過101，此外又以二五一票對

一七六票，否決將此法案修正為允許私人以 SCNT從事研究或治療之用。不過在

                                                 
97 Lawton, supra note 87, at 316-19. 
98 在這之間當然仍有許多的草案被提出。例如曾提出 S. 368草案之參議員 Bond，又提出 S. 1599
案，後因與參議院多數黨領袖Trent Lott所提出之草案相同，遂整合為 S. 1601案，這個Bond-Lott
草案將 human somatic nuclear transfer technology定義為「將人類體細胞核物質移轉至去核之人

類卵細胞以製造胚胎」 (the transfer of human somatic cell nuclear material into an enucleated 
human egg to produce an embryo) 。依此不但禁止任何形式的無性複製，更重要的是此 1998 年

永久性禁止之草案係參議院首次將刑罰引進，眾議院則要遲至 2001 年方有法案採取刑事處

罰。S. 1601案規定違反者要處 10 年以下有期徒刑，原因可能與當時 Seed等人宣稱「只是好
玩」 (just for fun) 所以欲生殖性無性複製有關。此外，此草案也首次要求建立全國性的委員會

或會議，以促進在生物倫理方面更多的思辯與討論，一般認為此即為後來在 NBAC結束後，
仍然繼續設有 PCBE原因之一。不過這個法案在參議院討論時，即被加州的 Dianne Feinstein
與麻州的 Edward Kennedy以冗長辯論 (filibuster) 阻撓，而未獲表決。Feinstein與 Kennedy並
且另外提出 S. 1602案，後為 S. 1611案取代，其就與白宮主導的 CPA非常類似，僅禁止將無

性胚胎植入母體，規定為「下列行為不論係個人或團體、公部門或私部門所為均係違法： (1) 
將體細胞核移轉所產生之物植入或試圖植入女性之子宮」 (it shall be unlawful for any person or 
other legal entity, public or private (1) to implant or attempt to implant the product of somatic cell 
nuclear transfer into a woman's uterus) ，違反者要處 1百萬美元或 3倍所得利益或所受損害。這

個 Feinstein-Kennedy草案為 10 年的限時法，而且也要求例如 NBAC等生物倫理研究機構，必

須每年向國會提出報告。See BONNICKSEN, supra note 91, at 55-63. See also Lawton, supra note 87, 
at 309-11. See Human Cloning Prohibition Act of 1998, S. 1599, 105th Cong. (1998). See Human 
Cloning Prohibition Act, S. 1601, 105th Cong. (1998). See Prohibition on Cloning of Human Beings 
Act of 1998, S. 1602, 105th Cong. (1998). See Prohibition on Cloning of Human Beings Act of 1998, 
S. 1611, 105th Cong. (1998). 

99 這些聽證會不計其數，最早在 1997 年 5月 5日由眾議院開始，7天後參議院也開始舉辦。之

後隨著 NBAC提出報告，以及各個法律草案的提出，也不斷舉行。議題由生殖性無性複製，

到胚胎幹細胞之研究以及專利授與等問題都有，琳瑯滿目、不一而足。See BONNICKSEN, supra 
note 91, at 34-37, 45-52, 63-66, 74-78 & 88-92. 

100 眾議院也是在此時首次在 H.R. 1260案，將生殖性無性複製犯罪化，違反者要處 5 年以下有

期徒刑或併科罰金。See e.g., Barry Brown, Human Cloning and Genetic Engineering: The Case for 
Proceeding Cautiously, 65 Alb. L. Rev. 649, 673 n. 114 (2002). See also Ban on Human Cloning Act, 
H.R. 1260, 107th Cong. (2001). 

101 此草案為共和黨佛羅里達州眾議員 Dave Weldon與民主黨密西根州眾議員 Bart Stupak，所提
出的 H.R. 2505案。這個Weldon-Stupak 案，贊成的 265票中有 200 來自共和黨、63票來自民

主黨及 2票無黨籍，此外有 6人棄權，原因與生技產業界較傾向於另一個在研究方面比較開放，
由賓州的眾議員 Jim Greenwood與佛羅里達州的眾議員 Peter Deutsh，所提出的
Greenwood-Deutsh, H.R. 2608案有關。事實上，同時間裡至少共有 12案與 cloning有關，但是
可簡單區分為嚴格禁止與允許開放兩種，前者多附有刑事處罰，而後者則多為民事處罰。Brown, 
supra note 100, at 674 n.121. See Kunich, supra note 26, at 11. See also Shawn E. Peterson, A 
Comprehensive National Policy to Stop Human Cloning: An Analysis of the Human Cloning 
Prohibition Act of 2001 with Recommendations for Federal and State Legislatures, 17 ND J. L. 
Ethics & Pub Pol’y 217, 223 (2003). See Human Cloning Prohibition Act of 2001, H.R. 2505 & H.R. 
2608, 107th Cong. (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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參議院時，即因為此案禁止治療性無性複製太過嚴苛，在利益團體遊說以及二

OO二年改選之下，此案即胎死腹中102。 

 

此草案將「人類無性複製」 (human cloning) 定義為「人類無性生殖」、係

指「以將一個或數個人類體細胞之核內遺傳物質，置入已受精或未受精之去核或

不活化之卵母細胞之方式，完成創造出一個與已存在或先前存在過的人，在基因

組成上完全相同的新人類個體 (不論是在哪個發育階段) 。」 (Human asexual 
reproduction, accomplished by introducing nuclear material from one or more human 
somatic cells into a fertilized or unfertilized oocyte whose nuclear material has been 
removed or inactivated so as to produce a living organism (at any stage of 
development) that is genetically virtually identical to an existing or previously 
existing human organism.) 103。其又定義「無性生殖」指「非以精子與卵母細胞

結合為開始之生殖」 (The term “asexual reproduction” means reproduction not 
initiated by the union of oocyte and sperm.) ；「體細胞」指「由不論在任何發育階

段之活著或已死之人類身體上，所取得或獲得之雙套染色體細胞 (有完整一組染
色體) 」 (The term “somatic cell” means a diploid cell (having a complete set of 
chromosomes) obtained or derived from a living or deceased human body at any stage 
of development.) 104。而依這樣的定義，主要指的係 SCNT而不包括胚胎分割。 

 
法案「一般禁止條款」規定，不論個人或團體 (any person or entity) 、公或

私部門 (public or private) ，在涉及或影響州際貿易 (in or affecting interstate 
commerce) 之下，故意 (knowingly) 為下列行為均要處罰： (一) 從事或企圖從
事人類無性複製者 (to perform or attempt to perform human cloning) ， (二) 以及
其參與者 (to participate in an attempt to perform human cloning) 。 (三) 不論基於

任何目的，運送或收受以人類無性複製技術所製造之胚胎或其衍生物者 (to ship 
or receive for any purpose an embryo produced by human cloning or any product 
derived from such embryo) 。次項「進口禁止條款」則規定，不論基於任何目的

進口 (to import) 此等胚胎或其衍生物者，亦同要處罰。違反上述規定者可處十
年以下有期徒刑或罰金或併科，以及最高一百萬美元的民事處罰 (如果所獲利益

超過亦可倍增最高限額) ，並且是個永久性禁止的法律105。 

 

總的來說，這個法案是相當嚴格的法案，使用 SCNT幾乎均在禁止之列，

不論目的係生殖性或治療性。當然此法案中也特設科學研究之除外條款，規定使

                                                 
102 See e.g., John A. Robertson, Procreative Liberty in the Era of Genomics, 29 Am. J.L. and Med. 439, 

483 (2003). 
103 Kunich, supra note 26, at 12. See also June Mary Zekan Makdisi, The Slide from Human 

Embryonic Stem Cell Research to Reproductive Cloning: Ethical Decision-Making and the Ban on 
Federal Funding, 34 Rutgers L.J. 463, 498 (2003). 

104 Peterson, supra note 101, at 231-32. 
105 Kunich, supra note 26, at 12-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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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 SCNT而為 DNA或 cellular的無性複製仍受允許，但是眾議院此時顯然認為
任何形式的無性複製都是不允許的、錯誤的，而此亦為未獲參議院青睞之故。此

外，其對胚胎之保護似乎也過火，與原本之法制有不能融合之問題。參議院因此

同時也有其他不那麼嚴格的草案，有的即允許以 SCNT製造胚胎，僅不得植入母

體，與一九九七之 CPA顯然頗為類似106。而就生殖性無性複製部分，雖然在定

義上較為完善，但是也有不足之處，例如何謂卵母細胞亦未見定義，一般人也很

難理解；且強調基因組成上的完全相同，一來不符實際狀況，二來從事者也只須

更動一鹼基對即可順利規避。總的言之，基本上共和黨係亟欲一個整合性的人類

無性複製禁止規定，民主黨則是希望保護與無性複製人類無涉的研究治療部分
107，而此時仍然未達成共識。二 OO一年的 HCPA其實與白宮由共和黨的小布希
入主，而國會也以同黨為多數有關，下述的法案也亦是如此。 

 
因此不到一年半，於二 OO三年二月二十七日108眾議院109又以二四一票對

一五五票，表決通過「二 OO三年人類無性複製禁止法」 (the Human Cloning 
Prohibition Act of 2003, HCPA of 2003) 110，並送交參議院審議111。其與 HCPA of 
2001完全一字不差，也是主要分為兩條的禁止專法112。第一條係立法定義 (人類

                                                 
106 Zekan Makdisi, supra note 103, at 499-502 
107 See Cohen, supra note 8, at 525-26. 
108 其實同時期之內，一樣是多數法案齊鳴之狀況。例如由猶他州參議員 Orrin Hatch 領銜所提出

的 S. 303案，將 human cloning、somatic cell與 nuclear transplantation定義外，特別又將細胞核 
(nucleus) 、卵母細胞 (oocyte) 與未受精囊胚 (unfertilized blastocyst) 再立法定義，並且規定生

殖性無性複製係禁止，但容許在特定條件及許可下 (包括告知後同意、IRB、安全與隱私性的
確保等) 從事治療性無性複製。See Human Cloning Ban and Stem Cell Research Protection Act of 
2003, S. 303, 108th Cong. (2003). See als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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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0 (2004). 有
趣的是，這些認為對對治療性無性複製以及幹細胞研究應較容許的議員，有些以往卻是反墮胎 
(pro-life) 之人士，故為了自圓其說，其就開始主張生命的始點係自母親的子宮獲得養分開始，

但是卻遭致批評。See also Janet L. Dolgin, Embryonic Discourse: Abortion, Stem Cells and Cloning, 
19 Issues L. & Med. 203, 250-53 (2004). 

109 又例如德州眾議員 Ron Paul提出的 H.R. 938案，主要係禁止聯邦經費補助任何私人、公司或

研究機構於無性複製研究，而如依法公部門有研究義務者則不在此限。See Human Cloning 
Prevention Act of 2003, H.R. 938, 108th Cong. (2003). 與此相對的法案如佛羅里達州眾議員 Cliff 
Stearns提出的 H.R. 916案，係連聯邦經費運用於支持公部門研究亦禁止，但是仍然特設允許

其他形式的 cloning，並且也允許無性複製動物。See also Human Cloning Research Prohibition Act, 
H.R. 916, 108th Cong. (2003). 

110 Human Cloning Prohibition Act of 2003, H.R. 534, 108th Cong. (2003). 
111 Charity Schiller, Stem Cell Research and Conditional Federal Funding: Do State Laws Allowing 

More Extensive Research Pose a Problem for Federalism?, 31 Pepp. L. Rev. 1017, 1036 (2004). 
112 上述多為規範無性複製之專法，而擬修正既有法規以管制或禁止 cloning者，也不是沒有。例

如在 2001 年曾提出 2608案的 Greenwood，其最近又提出 H.R. 801案，擬修正「聯邦食品、藥

物與化妝品法」 (the Federal Food, Drug, and Comestic Act) ，以禁止生殖性無性複製。草案將
human somatic cell nuclear transfer technology定義為 transferring the nuclear material of a human 
somatic cell into an egg cell from which the nuclear material has been removed or rendered inert，但
是仍然設例外條款，允許此技術應用於 DNA與 Cellular Cloning、粒線體或細胞質或基因療法

與無性複製動物等等，並且特別聲明體外受精與治療、促進或維持受孕之藥物及程序，不在禁

止之列 (但是運用 cloning則不受允許) 。研究性或治療性無性複製均須事先申請，其他的人

體試驗保護機制也須適用。修正舊法的目的，主要就是要讓 HHS之下的 FDA負責管制與執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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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性複製、無性生殖及體細胞)，第二條則分別為「一般禁止條款」 (從事、參

與及運受)、「進口禁止條款」、「罰則」與「科學研究除外條款」之規定。一般認
為此仍會與 HCPA of 2001之命運相同，參議院將不會通過批准113。此法案我國

文獻亦有述及114，相當先進，但是似乎頗多誤解115。總的言之，生殖科技進步迅

速，欲以單一草案或修正舊法解決問題，似乎不太可能也不夠宏觀116。而對於

cloning的反應也多有反應過度、吳牛喘月之嫌。相較於部分已立法執行之州，

聯邦國會呈現出來的是一個多元的景像，各種考量即在此交鋒與折衝，未來走向

仍然值得觀察。 
 

                                                                                                                                            
See Cloning Prohibition Act of 2003, 108th Cong. (2003). 

113 一般而言，參議院係比較希望保障研究性或治療性的 cloning，但是另一方面，參議院也有動

作要更積極地保護未出生生命，例如 2004年 3月奧克拉荷馬州參議員 James Inhofe提出 S. 2190
案，希望宣示憲法增補條文第 14條係平等地保障已出生與未出生之「人」，而將 human person
或 human being定義為任何階段之人類，包括且非限制於自受精、無性複製或其他人類生命開

始之時 (The terms `human person' and `human being' include each and every member of the species 
homo sapiens at all stages of life, including, but not limited to, the moment of fertilization, cloning, 
and other moment at which an individual member of the human species comes into being.) 。同樣的
法案在加州眾議員 Duncan Hunter主導下也有，即 H.R. 3069案。由此即可見無性複製牽涉議

題甚廣，國會本身對於胚胎定位之看法也不一致，這就會影響到對治療性無性複製之態度，因

此未來會如何立法仍不得而知。See Right to Life Act, H.R. 3069, 108th Cong. (2003). See also 
Life at Conception Act, S. 2190, 108th Cong. (2004). 

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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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9-60，台師大三研所碩士論文 (2003)。氏並將原文照錄，參頁 279-80。然首先，其
將 human cloning之定義翻譯為「藉由體細胞核移植技術以為無性生殖生育的有機體而在基因
型組成上與供核者的基因型相同者」，其實並不嚴謹，因為 (1) 蓋以「體細胞核移植技術」指
稱，會忽略不同法案中所指的無性複製技術，並不見得相同，例如 HCPA使用 ooycte、而 CPA
使用 egg，就是最佳例子。 (2) 將 a living organism翻為「有機體」，孰不如稱「人類個體」或

「生命個體」，因為法案之目的，應係欲使所創造之胚胎，不論至任何發育階段，均應受禁止。 
(3) 「供核者」包括現時存活或已死亡者 (existing or previously existing) ，氏之翻譯並未言明。 
(4) genetically virtually identical，似乎應有「完全」作為副詞，較能表現法案忽略 mtDNA之問
題。其次，其將 asexual reproduction翻為「非經由精子與卵子結合的生殖行為」，除 ooycte之
問題外，僅忽略了 initiated一詞。最後，其將 somatic cell翻為「由人類或病患身體所摘取的細

胞組織，具有完整的基因遺傳訊息者」， (1) deceased human應係指已故之人，氏卻譯為「病
患」？ (2) 原文似乎只有 cell，並無 tissue，何來「細胞組織」？ (3) 雙套並未譯出，如此一
來，例如唐氏症者具有 3條第 21號染色體，由其所獲得之細胞也「具有完整的基因遺傳訊息」？ 

115 同上註。其將之譯為「任何人不管目的、不論公開或私下、皆不可有下列行為：第一款：為

意圖實施或實施人類複製之行為者。第二款：為企圖參與實施人類複製之行為者。第三款：為

不論基於任何目的，以細胞核移植技術製造的胚胎組織或自胚胎衍生之相關產品而為之使用之

行為。」。 (1) 原文開頭似乎沒有 for any purpose，但氏之翻譯卻有「不管目的」。 (2) public or 
private，氏譯為「公開或私下」，本文以為此處應係指公或私部門之謂，因為爭議點之一就是
在於私人是否要受禁止，並且如果係指行為之「私下」，使用之詞應係 privately。 (3) attempt
應有「未遂」之義，而第 2款之 participate in an attempt應係指參與一個未遂之行為，頗有不

法從屬之味，如果係「企圖參與」，則應為 attempt to participate。 (4) 第 3款之 ship or receive，
氏稱「使用」，也頗令人費解。總而言之，氏之迻譯多有缺誤，即不再一一指出。將部分照錄，

也有助了解本文敘述之結構。然於此本文不禁要套吳庚氏之語：係筆者英文久置高閣而已耄荒

乎？抑或一字多解而不察疏漏乎？至於另一本與複製有關之國內文獻，資料陳舊稀少，未竟其

功自不待說明。參翁大鈞，同前註 47，頁 114。 
116 Galen J. Roush & Sharona Hoffman, Birth after Death: Perpetuities and the New Reproductive 

Technologies, 38 Ga. L. Rev. 575, 598-600 (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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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2 美國各州之立法 

 
州法方面在聯邦爭執不休與猶豫不決時，早已如火如荼展開立法行動，雖

然不是「計點大小頭領，共有一百單八員」117，但是也著實不在少數，可以區分

為已立法執行者與仍然在考慮兩者，分述如下。 

 

加州是最早立法通過者，其早在一九九七年就通過法律禁止生殖性無性複

製118。其規定「任何人均不得複製人類或從事人類生殖性無性複製」119、「任何

人均不得為複製人類而購買或販賣卵、受精卵、胚胎或胎兒」120。雖然其使用

clone而非 cloning，但是指涉的主要仍然是 SCNT技術，因為其將 clone定義為
「將不論來源之人類細胞核移轉至去核的人類卵細胞，目的係將所產生之物植入

或引起妊娠懷孕，以此實行或企圖實行創造或產生人類出生之謂。」121。其又定

義「人類生殖性無性複製」為「創造基因組成與已出生之人完全相同的人類胎兒。」
122，並且授權政府部門隨時視情況增刪修改此定義123。此定義相當寬廣，甚至於

包括非嚴格意義的 cloning124。加州此法係修正納入加州之 Health & Safety Code，
本來為五年的限時法，至二 OO三年一月即失效，但是在二 OO二年加州議會將

相關條文均修正為永久性禁止，所有規定與原條文大多相同，主要係增加政府部

門 (California Department of Health Services) 應設立諮詢委員會提供報告與建言
125，成員則必須來自不同領域之規定126。此法也設有研究保護條款，只要不涉及

                                                 
117 語出元朝施耐庵，《水滸傳》，頁 823，世一 (1993 年再版)。原文為：「話說宋公明，一打東

平，兩打東昌，回歸山寨，計點大小頭領，共有一百單八員，心中大喜。」。 
118 See Cal. Health & Safety Code 24185 (2004). See also JOHN CHARLES KUNICH, THE NAKED CLONE: 

HOW CLONING BANS THREATEN OUR PERSONAL RIGHTS 43 (2003). 
119 [N]o person shall clone a human being or engage in human reproductive cloning. 
120 [N]o person shall purchase or sell an ovum, zygote, embryo, or fetus for the purpose of cloning a 

human being. 
121 [F]or purposes of this section, “clone” means the practice of creating or attempting to create a 

human being by transferring the nucleus from a human cell from whatever source into a human egg 
cell from which the nucleus has been removed for the purpose of, or to implant, the resulting product 
to initiate a pregnancy that could result in the birth of a human being. 

122 "[H]uman reproductive cloning" means the creation of a human fetus that is substantially 
genetically identical to a previously born human being. 

123 [T]he department may adopt, interpret, and update regulations, as necessary, for purposes of more 
precisely defining the procedures that constitute human reproductive cloning. 

124 BONNICKSEN, supra note 91, at 137-38. 因為其稱「不論任何來源」，則例如單套的精細胞核，

也可成為供核來源，但是此根本不是嚴格意義的 cloning。 
125 See Cal. Health & Safety Code 24186 (2004). See California Advisory Committee on Human 

Cloning, Cloning Californians?, 53 Hastings L.J. 1143, 1147-50 (2002). See also Maria S. Quintero, 
Cloning Californians? Report of the California Advisory Committee on Human Cloning and Recent 
Cloning-Related Legislation, 18 Santa Clara Computer & High Tech. L.J. 417, 418-22 (2002). 此
「無性複製加州人？」報告，提出以下建議： (1) 禁止生殖性無性複製； (2) 管制治療性無

性複製； (3) 注意聯邦之立法，以避免立法行動徒費，而注意他州後續立法，可供再修法時

參考； (4) 因應科技之快速進步，立法定義寧寬勿窄，但仍應隨時修正； (5) 專業與專責建
議、報告與思辯機制，應建立並繼續維持。See also Margaret R. McLean, What’s in a Name? 
“Nuclear Transplantation “ and the Ethics of Stem Cell Research, 53 Hastings L.J. 1017, 1019-29 
(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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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類生殖性者均受允許。而違反上述規定為生殖性無性複製者，公司、診所、醫

院或實驗室及研究機構可處以一百萬美元，個人則可處二十五萬美元，並且可再

倍增127。違反者之醫療或研究證照，也可吊銷或停止128。但是本法並無將之犯罪

化，上述處罰均係民事或行政手段。 
 
羅德島 (Rhode Island) 在一九九八年立法，其規定「任何個人或團體均不

得以體細胞核移轉技術，引起或企圖引起人類之妊娠懷孕；任何人亦不得以分割

囊胚、受精卵或胚胎之方式，創造在基因組成上完全相同的人類。」129。其又定

義「細胞核」為「細胞結構中藏置染色體及基因之處」130；「卵母細胞」為「女

性生殖細胞或卵」131；「體細胞」為「任何自懷孕體、胚胎、胎兒、孩童或成人

所取得在生物上確定將不會成為生殖細胞之任何細胞」132；「體細胞核移轉」為

「將體細胞核移轉至去核的卵母細胞」133之謂。此係州法中唯一將胚胎分割亦禁

止者，違反者之處罰額數與加州相同，但無證照處罰規定。原本也是五年的限時

法，但是目前則延長至二 O一 O 年七月134。其雖然僅擬禁止生殖性無性複製，

同時也設有研究與治療例外條款，但是觀諸其他與人類胚胎研究有關之規定，治

療性無性複製似乎僅在嚴格例外時才受許可，故似應解為所有 cloning原則上均
在禁止之列135。 

 

密西根也是在一九九八年立法，其是州法中最早將生殖性無性複製犯罪化

者，可處十年以下有期徒刑或科或併科一千萬美元，並且是個永久性禁止規定
136。其主要規定「持有證照或註冊登記者以及其他個人，均不得從事或企圖從事

人類無性複製。」137。將「人類無性複製」定義為「以人類體細胞核移轉技術創

造人類胚胎」138；將「人類胚胎」定義為「人類具有全部基因組成而有能力分化

且成熟為完整人類個體的卵細胞」139；將「人類體細胞」定義為「發育中或已發

                                                                                                                                            
126 Schiller, supra note 111, at 1037. KUNICH, supra note 118, at 30-31. 
127 See Cal. Health & Safety Code 24187 (2004). 
128 See Cal. Bus & Prof Code 16004-16105 (2004). 
129 [N]o person or entity shall utilize somatic cell nuclear transfer for the purpose of initiating or 

attempting to initiate a human pregnancy nor shall any person create genetically identical human 
beings by dividing a blastocyst, zygote, or embryo. 

130 "[N]ucleus" means the cell structure that houses the chromosomes, and thus the genes. 
131 "[O]ocyte" means the female germ cell, the egg. 
132 "[S]omatic cell" means any cell of a conceptus, embryo, fetus, child, or adult not biologically 

determined to become a germ cell. 
133 "[S]omatic cell nuclear transfer" means transferring the nucleus of a human somatic cell into an 

oocyte from which the nucleus has been removed. 
134 See R.I. Gen. Laws 23-16.4-2 - 23-16.4-4 (2004). 
135 BONNICKSEN, supra note 91, at 138. KUNICH, supra note 118, at 31-32. 
136 See MCLS 333.16274-333.16275 (2004). 
137 [A] licensee or registrant or other individual shall not engage in or attempt to engage in human 

cloning. 
138 "[H]uman cloning" means the use of human somatic cell nuclear transfer technology to produce a 

human embryo. 
139 "[H]uman embryo" means a human egg cell with a full genetic composition capable of 

differentiating and maturing into a complete human be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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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完成之人類的細胞，而不會或將不會成為精或卵細胞者」140；將「人類體細胞

核移轉」定義為「將人類體細胞核移轉至去核或不活化的卵細胞」141。至於治療

性無性複製，依其他法規之解釋，亦應在禁止之列，雖然此法仍然設有例外條款
142。其又另以 Human Cloning Funding Prohibition Act，規定禁止將州政府之基金

運用於人類生殖性無性複製143。 
 
密蘇里也是一九九八年立法，並無日落條款144。主要僅禁止政府經費運用

於生殖性無性複製145，並無具體處罰規定。為此目的其將 cloning定義為「經由
取得帶有遺傳物質之細胞與培育其經過卵細胞、胚胎、胎兒與其他產生人類之新

生階段而複製人類。」146。二 OO三年其又在食品、藥物與煙草研究管制有關章

節147，將 human cloning定義為「指非由女性卵母細胞與男性精子結合受精之所

有產生人類的方式」148，而一樣也禁止公費掖助於此。 
 

路易斯安那州原本在一九九九年也有立法，但係四年的限時法，至二 OO
三年七月一日即失效，之後則未再行立法，因此目前係屬真空狀態。其規定「任

何人均不得複製人類或企圖複製人類」149、「任何人均不得為複製人類而購買或

販賣卵、受精卵、胚胎或胎兒」150，使用之文字與加州非常相近。而其對 clone
之定義則與加州完全相同，但處罰徒刑與額數則與密西根相同，之外又併採加州

之證照吊停，係嚴厲許多151。 

 

維吉尼亞州則是屬於第二波的立法行動的開始，其自二 OO一年四月二十

一日起永久性地禁止人類生殖性無性複製152。其將 cloning定義為「一個精確的
分子 (包括 DNA) 或染色體之遺傳上的複製性產品」153；將 human cloning定義
為「將不論來源之人類細胞核移轉至去核的卵母細胞，以此創造或企圖創造人類

                                                 
140 "[H]uman somatic cell" means a cell of a developing or fully developed human being that is not and 

will not become a sperm or egg cell. 
141 "[H]uman somatic cell nuclear transfer" means transferring the nucleus of a human somatic cell into 

an egg cell from which the nucleus has been removed or rendered inert. 
142 KUNICH, supra note 118, at 31. 
143 See MCLS 333.26401 – 333.26406 (2004). 
144 See 1.217 R. S. Mo. (2004). 
145 [N]o state funds shall be used for research with respect to the cloning of a human person. 
146 [F]or purposes of this section, the term "cloning" means the replication of a human person by taking 

a cell with genetic material and cultivating such cell through the egg, embryo, fetal and newborn 
stages of development into a new human person. 

147 See 196.1127 R. S. Mo. (2004). 
148 "[H]uman cloning", the creation of a human being by any means other than by the fertilization of an 

oocyte of a human female by a sperm of a human male. 
149 [N]o person shall clone or attempt to clone a human being. 
150 [N]o person shall purchase or sell an ovum, zygote, embryo, or fetus with the intent to clone a 

human being. 
151 BONNICKSEN, supra note 91, at 138-39. KUNICH, supra note 118, at 32-33 & 47-49. 
152 See Va. Code Ann. 32.1-162.21 (2004). See also BONNICKSEN, supra note 91, at 139. KUNICH, 

supra note 118, at 33 & 52-53. 
153 "[C]loning" means the production of a precise genetic copy of a molecule, including 

deoxyribonucleic acid (DNA), or of chromosom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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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謂」154；將 nucleus定義為「細胞結構中藏置染色體及基因之處」 155；將 oocyte
定義為「卵細胞或卵」156；將 somatic cell定義為「成熟、具有雙套染色體之細
胞，例如有完整一組染色體之細胞」157；將 SCNT定義為「將活著或已死之人的
體細胞核，移轉至染色體已除去或不活化的卵母細胞之謂」158。在上述定義下，

該法159禁止任何人「從事人類無性複製」、「將體細胞核移轉所產生之物，植入或

試圖植入一個子宮之環境，而以此開始一個妊娠懷孕」、「持有人類無性複製所產

生之物」、「在商業交易上運送或收受體細胞核移轉技術所產生之物，目的係將之

植入一個子宮之環境，而以此開始一個妊娠懷孕」160。違反者僅有民事處罰 (civil 
penalty) ，以次數計算，每次可處五萬美元。至於治療性或研究性無性複製、基

因療法以及無性複製動物等等則仍受允許。 
 
愛荷華則是自二 OO二年四月二十六日起永久性地禁止生殖與治療性無性

複製，可以說是所有州法中最嚴格激進的，不僅有可處所獲利益兩倍以及證照吊

停之規定，亦設有刑事處罰之規定，因為其直接將之納入刑事法典之中 (Criminal 
Law and Procedure, Crime Control and Criminal Acts, Chapter 707B. Human Cloning) 
規定。但是其也設有類似前述各州之研究或治療例外條款，體外受精、促進受孕

用藥或其他分子、細胞與動植物無性複製仍然受允許161。該法亦先定義各項用語
162，將「胎兒」定義為「人類生命個體，發育八週以上，直至完全由女性身體排

出或取出之謂，或是直至由人造子宮或其他相類似設計為供給養分予此生命個體

之環境排除之謂」163；將「人類無性複製」定義為「人類無性生殖，以將人類體

細胞之遺傳物質，置入已受精或未受精之去核或不活化之卵母細胞之方式，完成

創造出一個擁有人類或大部分為人類基因組成的生命個體」164；將「人類胚胎」

                                                 
154 "[H]uman cloning" means the creation of or attempt to create a human being by transferring the 

nucleus from a human cell from whatever source into an oocyte from which the nucleus has been 
removed. 

155 "[N]ucleus" means the cell structure that houses the chromosomes, and thus the genes. 
156 "[O]ocyte" means the ovum or egg. 
157 "[S]omatic cell" means a mature, diploid cell, i.e., a cell having a complete set of chromosomes. 
158 "[S]omatic cell nuclear transfer" means transferring the nucleus of a somatic cell of an existing or 

deceased human into an oocyte from which the chromosomes are removed or rendered inert. 
159 See Va. Code Ann. 32.1-162.22 (2004). See also Peter M. Mellette, Emily W.G. Towey & J. Vaden 

Hunt, Health Care Law, 37 U. Rich. L. Rev. 199, 233-38 (2002). 
160 [N]o person shall (i) perform human cloning or (ii) implant or attempt to implant the product of 

somatic cell nuclear transfer into a uterine environment so as to initiate a pregnancy or (iii) possess 
the product of human cloning or (iv) ship or receive the product of a somatic cell nuclear transfer in 
commerce for the purpose of implanting the product of somatic cell nuclear transfer into a uterine 
environment so as to initiate a pregnancy. 

161 [T]his section shall not restrict areas of scientific research not specifically prohibited, including in 
vitro fertilization; the administration of fertility-enhancing drugs; or research in the use of nuclear 
transfer or other cloning techniques to produce molecules, deoxyribonucleic acid, tissues, organs, 
plants, animals other than humans, or cells other than human embryos. 

162 See Iowa Code 707B.3 (2003). See also KUNICH, supra note 118, at 33 & 46-47. 
163 "[F]etus" means a living organism of the species homo sapiens from eight weeks' development until 

complete expulsion or extraction from a woman's body, or until removal from an artificial womb or 
other similar environment designed to nurture the development of such organism. 

164 "[H]uman cloning" means human asexual reproduction, accomplished by introducing the genetic 
material of a human somatic cell into a fertilized or unfertilized oocyte whose nucleus has been 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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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義為「人類生命個體，由單細胞階段發育至八週之謂」 165；將「人類體細胞」

定義為「由不論在任何發育階段之活著或已死之人類個體上，所獲得有完整一組

染色體之細胞」166；將「卵母細胞」定義為「人類卵細胞」 167。其禁止任何人

故意為下列行為168：「從事或企圖從事人類無性複製」、「參與他人從事或企圖從

事之人類無性複製」、「不論基於任何目的移轉或收受人類無性複製胚胎」、「基於

人類無性複製之目的，移轉或收受任何全部或部分之卵母細胞、人類胚胎、胎兒

或人類體細胞」169，與前述二 OO一及二 OO三年聯邦之 HCPA有類似之處。 

 
北達科塔州 (North Dakota) 則在二 OO三年八月，也通過法律禁止人類生

殖性無性複製，並且與愛荷華州相同，也是在刑事法當中規定 (Criminal Code, 
Chapter 12.1-39.  Human Cloning) 。該法首先定義「胎兒」、「人類無性複製」、「人

類胚胎」、「人類體細胞」與「卵母細胞」，使用之文字僅有「卵母細胞」，其將之

定義為「人類女性的生殖細胞，也就是一般所謂的卵細胞」 (Oocyte" means a 
human female germ cell, also known as an egg.) ，與羅德島所使用者較為類似，餘

幾乎完全與愛荷華州相同170。至於禁止任何人故意所為之行為態樣 ，文字與愛
荷華州也僅有數字之差，意思更是幾乎完全相同171。違反者 a及 b 行為之處罰為

class C felony，違反 c及 d者則為 class A misdemeanor，均係刑罰制裁172。 
 
阿肯色州 (Arkansas) 也是在二 OO三年立法173，其依序定義「無性生殖」、

                                                                                                                                            
will be removed or inactivated, to produce a living organism with a human or predominantly human 
genetic constitution. 

165 "[H]uman embryo" means a living organism of the species homo sapiens from the single-celled 
stage to eight weeks' development. 

166 "[H]uman somatic cell" means a cell having a complete set of chromosomes obtained from a living 
or deceased human organism of the species homo sapiens at any stage of development. 

167 "[O]ocyte" means a human ovum. 
168 See Iowa Code 707B.4 (2003). 
169 [A] person shall not intentionally or knowingly do any of the following: a. Perform or attempt to 

perform human cloning. b. Participate in performing or in an attempt to perform human cloning. 
c. Transfer or receive a cloned human embryo for any purpose. d. Transfer or receive, in whole or in 
part, any oocyte, human embryo, fetus, or human somatic cell, for the purpose of human cloning. 

170 [A]s used in this chapter, unless the context otherwise requires: 1. "Fetus" means a living organism 
of the species homo sapiens from eight weeks' development until complete expulsion or extraction 
from a woman's body, or until removal from an artificial womb or other similar environment 
designed to nurture the development of such organism. 2. "Human cloning" means human asexual 
reproduction, accomplished by introducing the genetic material of a human somatic cell into a 
fertilized or unfertilized oocyte, the nucleus of which has been or will be removed or inactivated, to 
produce a living organism with a human or predominantly human genetic constitution. 3. "Human 
embryo" means a living organism of the species homo sapiens from the single-celled state to eight 
weeks' development. 4. "Human somatic cell" means a cell having a complete set of chromosomes 
obtained from a living or deceased human organism of the species homo sapiens at any stage of 
development. 5. "Oocyte" means a human female germ cell, also known as an egg. 

171 [A] person may not intentionally or knowingly: a. Perform or attempt to perform human cloning; 
b. Participate in performing or attempting to perform human cloning; c. Transfer or receive the 
product of a human cloning for any purpose; or d. Transfer or receive, in whole or in part, any oocyte, 
human embryo, human fetus, or human somatic cell, for the purpose of human cloning. 

172 See N.D. Cent. Code, 12.1-39-01 – 12.1-39-02 (2003). 
173 See A.C.A. 20-16-1001 – 20-16-1002 (2003). 



5. 生殖性複製之管制 

 193

「胚胎」、「胎兒」、「人類無性複製」、「卵母細胞」與「體細胞」六者。「無性生

殖」之定義與聯邦兩次 HCPA完全相同。阿肯色州之「胚胎」 (embryo) 「胎兒」
與愛荷華州之「人類胚胎」 (human embryo) 與「胎兒」定義幾乎相同，比較明
顯地僅以 an organism取代 a living organism，而少了 living一詞，但是不能因此

認為指的就是無生命者。「人類無性複製」也與聯邦兩次 HCPA幾乎相同，主要
僅以 the genetic material from one (1) or more human somatic cells取代 nuclear 
material from one or more human somatic cells。「卵母細胞」則以 the human female
取代羅德島之 the female。「體細胞」之定義也與兩次 HCPA 類似，僅以 having a 
complete cell of chromosomes取代 having a complete set of chromosomes174，但是

意義似乎更難理解。至於禁止之行為態樣，也與 HCPA及愛荷華州類似175。違反

者之刑罰與北達科塔州類似，也是分為 class C felony及 class A misdemeanor；而
民事上亦設有二十五萬美元或兩倍之額數。 

 
新澤西州也在二 OO三年以修正刑法典的方式176，將人類無性複製規定為

犯罪行為 (Cloning of human being, first degree crime) 177，然後再定義「人類無性

複製」為「經由培育帶有遺傳物質之細胞，使之經過產生新人類個人之卵細胞、

胚胎、胎兒與其他新生階段，而複製人類」178，與密蘇里州頗為類似。 
 
上述即為截至二 OO四年六月為止，主要有立法的美國各州，如將曾經立

法過的路易斯安那州亦計算在內，不多不少恰共十州。而規定之結構不外乎將相

關名詞定義，之後則規定禁止之行為態樣，再規定罰則，然後或許再設研究治療

之例外條款。而越晚期之立法定義，越是呈現一種 hybrid的狀態，出現之問題當

然也一併繼受。事實上，法文有盡而科技無窮，想週延定義並不是一件容易的事

                                                 
174 [A]s used in this subchapter: (1) "Asexual reproduction" means reproduction not initiated by the 

union of oocyte and sperm; (2) "Embryo" means an organism of the species homo sapiens from the 
single cell stage to eight (8) weeks of development; (3) "Fetus" means an organism of the species 
homo sapiens from eight (8) weeks of development until complete expulsion or extraction from a 
woman's body or removal from an artificial womb or other similar environment designed to nurture 
the development of the organism; (4) "Human cloning" means human asexual reproduction, 
accomplished by introducing the genetic material from one (1) or more human somatic cells into a 
fertilized or unfertilized oocyte whose nuclear material has been removed or inactivated so as to 
produce a living organism, at any stage of development, that is genetically virtually identical to an 
existing or previously existing human organism; (5) "Oocyte" means the human female germ cell, the 
egg; and (6) "Somatic cell" means a diploid cell, having a complete cell of chromosomes, obtained or 
derived from a living or deceased human body at any stage of development. 

175 [I]t is unlawful for any person or entity, public or private, to intentionally or knowingly: 
(1) Perform or attempt to perform human cloning; (2) Participate in an attempt to perform human 
cloning; (3) Ship, transfer, or receive for any purpose an embryo produced by human cloning; or 
(4) Ship, transfer, or receive, in whole or in part, any oocyte, embryo, fetus, or human somatic cell 
for the purpose of human cloning. 

176 See N.J. Stat. 2C:11A-1 (2004). 
177 [A] person who knowingly engages or assists, directly or indirectly, in the cloning of a human being 

is guilty of a crime of the first degree. 
178 [A]s used in this section, "cloning of a human being" means the replication of a human individual 

by cultivating a cell with genetic material through the egg, embryo, fetal and newborn stages into a 
new human individu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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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9，即便有例外條款，仍然可能阻礙立法者本不欲禁止的胚胎幹細胞研究或治療。 
 
除上述十州外，其他美國各州也都有考量欲立法。例如 Alabama、Nebraska、

Oklahoma、Tennessee與Wisconsin州就擬禁止以 SCNT 行生殖性無性複製；

Arizona、Colorado、Florida、Kentucky、Massachusetts、New Hampshire、New York
與 South Carolina州則打算同時以民事及刑事，處罰使用 SCNT無性複製人類者，

並且係擬規定「不論任何階段」 (at any stage) ，因此治療性無性複製也會在禁

止之列；Delaware州則擬禁止所有形式的生殖性複製，不論是否使用 SCNT，因
此胚胎分割也會在禁止之列；Illinois州則考慮以五年的限時法，禁止基於任何目

的使用 SCNT；Indiana州則打算除犯罪化參與生殖性無性複製者外，也考量採用

證照等行政手段；Kansas州則擬犯罪化生殖性無性複製等等。 
 
上述除 Illinois州外，均擬為永久性禁止或管制規定；而除了 Delaware州係

擬與已立法之密蘇里州相同，一併禁止胚胎分割外，其餘打算立法之各州均僅禁

止 SCNT；而相當多的州則是擬將生殖性與治療性無性複製一併禁止，與已立法

之羅德島、密西根及愛荷華州相同；處罰手段上，也多有運用刑罰的趨勢180。事

實上，至少有二十六個州已經具有與胚胎研究有關之州法，而此部分即會連結至

治療性複製之管制或禁止181。至於生殖性複製，州法顯然較聯邦大步邁進、走在

前頭。然一概禁止生殖性複製而未設任何例外，是否符合憲法規定非無疑義，透

過增補條文第五及十四條之規定，美國聯邦最高法院即有審查上述州法合憲性之

可能。 
 
 

5.3 生殖性複製與生殖自由 
 
卡繆在「異鄉人」中藉主角莫梭對母親死的冷漠，藉他因太陽光暈眩而開

槍射殺阿拉伯人之後又補了四槍，藉他對自己的審判與死刑的抽離旁觀182，表達

了一個在精神上層次上不能融入，而在法律上遭到迫害的「異鄉人」183。法律的

                                                 
179 所有上述州法，本文均自 http://web.lexis-nexis.com/universe (last visited Jun. 18, 2004) 查獲，
為免翻譯失真，故於註腳處均附帶原文，附帶說明如上。 

180 KUNICH, supra note 118, at 34. 
181 Id. at 35-36. BONNICKSEN, supra note 91, at 139-43.  
182 ALBERT CAMUS著，莫渝譯，《異鄉人》，頁 61、114及 174，志文 (2004 年重排版)。文章開
頭就藉「今天，媽媽去世了。也許是昨天，我不能確定。」表示主角莫梭習慣於將自己抽離於

感情與感受，只表達能掌握與真實的部分。之後他因為太陽光暈眩而射殺了一個阿拉伯人，他

說「我曉得自己破壞了白日的均衡」，而彷彿為了負責或讓世界再回到均衡似的，他又「朝那

具無法動彈的屍體再開四槍」。最後，在審判中，他拒絕為了脫罪而表現像一個「正常人」，拒

絕表達對母親死亡難過，拒絕因此信奉上帝，只抽離地「希望臨刑那天，有許多觀眾，他們用

怨恨的叫喊迎接我。」。 
183 李念祖，〈台灣沒有理由歧視移民〉，中國時報，論壇新聞 (2004/3/8)。其稱「卡繆 (Albe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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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定雖然藉由民主精神表達了多數人的意見與統治，但是少數的權益也不能忽

略，而此正是法治精神所在。憲法擔負的即為此種功能，「越是『異端』越是『偏

激』的表現內容，越發有援引憲法加以保障的必要，若是人人皆『非禮勿言』、『非

禮勿視』，何勞憲法保障？」184。然而在另一方面，生物、生命或生殖科技快速

發展，若事事皆獲憲法核心之保障，固然有利於知識追求與真理發現，但是會不

會終歸發生人類與山椒魚的戰爭185？生物科技會不會反撲社會文明與法律制

度？無性複製會不會取代傳統的有性生殖？又如何在憲法生殖自由的保障上，兼

顧個人人權與社會福祉？不同的生殖方式在憲法的保障程度上，有什麼樣的光譜

排列順序？對於管制或禁止手段又有何啟示？我國「人工生殖法」草案，也就無

性複製有所規定，採取的係屬立法管制模式。然而枉顧立法模式所可能產生之問

題，以及生殖性無性複製定位晦暗不明之際，快速拍板定案是否妥適，值得討論。 
 

5.3.1 蘋果、柳丁與橘子 

 
首先應解決的問題，就是「複製」 (clone) 究竟是一種生殖 (reproduction) ？

或者僅僅是複製 (duplication) ？因為如果它只是複製，就與生殖無關，與憲法
之生殖自由更是無關，也就不用再予討論，問題到此為止。但是，本文以為從產

生與繁衍子嗣的角度來看，無疑地其應該是一種生殖186。不自然或與以往人工

生殖不同，並不是一個好的理由，因為由一樣能產生子嗣的角度而言，其仍然是

生殖的一種，只是係無性生殖而已187。沒有理由在動植物界它是一種生殖方式，

而在人類身上就變成不是。雖然人類自然狀態本不會無性生殖，但是演化至今的

結果，就是可能已有這樣一個方式可供獲致子嗣。既然有這樣的方式，其就應該

納入法律體系之內，受到法律的保障或管制。達爾文的天擇或演化原指的是自然

界的優勝劣敗、適者生存，但在今日人類社會的意義下，似乎也應該包括人類文

明與科技的演進，否則，我們今日所有科技的輔助，包括汽車、電腦與其他種種

非自然存在的事物，全都都不應該存在，應該全部廢棄、回歸自然，讓我們赤裸

裸地與自然界「與時俱進」，當然更不用再有什麼著作權法或專利法等等，來管

制、規範與保護。當然本文也非主張可以任意蹂躪自然、違反定律，只不過希望

                                                                                                                                            
Camus）的名著《異鄉人》描述的也不是移民，而只是因為在精神層次上不能融入而在法律上

遭到迫害的『異鄉人』。」。 
184 吳庚，《憲法的解釋與適用》，頁 96，作者自刊 (2003)。 
185 KAREL CAPEK著，吳憶帆譯，《山椒魚戰爭：人類邁向毀滅之路》，頁 207-14及 344-51，志文 

(1999)。故事是敘述人類發現山椒魚具有傑出的智能，於是利用其作為水中勞動者。但是因為

山椒魚藉由卵生快速繁殖，而且智能越來越高，最後向人類宣戰，欲「繼承人類的一切文明」。 
186 Elizabeth Price Foley, Human Cloning and the Right to Reproduce, 65 Alb. L. Rev. 625, 638-41 

(2002). 
187 Janet L. Dolgin, Cloning Debate, 27 Hofstra L. Rev. 473, 476-81 (1999). 其即提到與 cloning有關
之辯論，很大的部分均是在爭論 cloning究竟與體外受精等「以往」的人工生殖有無不同，也

就是「這個改變是否真的是一個改變？」 (whether or not a change is really a change) ，由 cloning
係無性而言，答案是肯定的；由其僅為不孕症者提供一個繁衍後代的方式而言，答案則為否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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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在科技文明與自然傳統之間，選擇一條允執厥中且符合憲法的道路。 
 
雖然論者認為「生殖」應該著重於其「意義」 (means) ，而非其「結果」 

(ends) 188，但是本文以為意義的不同，差別可能只是憲法保障密度的不同。在約

二十五年前人工生殖或體外受精出現時，論者也認為其異於自然生殖，故不受憲

法或法律的保障。但是時至今日，又有多少法院判決認為人工生殖受憲法保障？

況且以之非生殖之一種，結果只是促其轉為純商業交易行為；毫無任何管制與放

任的態度，結果就會如同後來人工生殖在美國所產生的許多黑幕與弊端。再者，

如果認為無性複製不受憲法保障，豈不是也有違憲法保障異端邪說之旨？將無性

複製外於生殖自由，對於問題與爭議的解決也無濟於事，孰不如將之納進生殖自

由之內，再促進思辯與區分。美國「生殖自由」、特別是「要生殖的自由」之標

竿性判決，Skinner v. Oklahoma案，也說過生殖自由是「擁有子嗣的權利」 (right 
to have offspring) ，而沒有去區分是以何種方式獲得189。故以無性生殖之方式獲

得子嗣，當然也受生殖自由的保障190，也是一種「擁有子嗣的權利」之實行。況

且如果法律不得介入禁止個人以墮胎方式摧毀 (destruction) 生命，則在安全與有
效前提下，積極創造 (creation) 生命豈不是更不應該為法律所禁191？ 

 
以無性複製 (cloning) 僅為複製 (duplication) 的說法，也是忽略了另外一種

複製方式，也就是胚胎分割的對照意義。論者通常認為胚胎分割因為屬有性生

殖，故其問題不大，應該受憲法保護。但是胚胎分割較無性複製，豈不是更係為

「複製」 (duplication) ？將胚胎人為地劃分為數個，在 DNA組成上，甚至於在
mtDNA也是完全相同的，較 cloning尚有「時差」與 mtDNA的不同，胚胎分割

更是接近於 duplication的意義。因此，如果胚胎分割不是「複製」 (duplication) ，
那無性複製當然也不應該是「複製」 (duplication) 。使用「複製」 (clone) 或「生
殖性無性複製」 (reproductive cloning) 一詞，無非只是遷就約定成俗與習慣用
語，其正式之「學名」應為「無性生殖」之一種。誠然目前美國聯邦最高法院，

並沒有以判決確認人工生殖受憲法保障，更不要說是無性生殖或無性複製。所有

依其既有及下級法院判決之推衍，都屬於猜測性質192。但是這應不妨礙建立一個

                                                 
188 Andrews, supra note 64, at 666. See also Charlene Kalebic, The Constitutional Question of Cloning 

Humans: Duplication or Procreation? An Examination of the Constitutional Right to Procreate, 8 S. 
Cal. Interdis. L.J. 229, 251-53 (1998). 

189 Skinner v. Oklahoma, 316 U.S. 535, 536 (1942). See also Lawrence Wu, Family Planning through 
Human Cloning: Is There a Fundamental Right?, 98 Colum. L. Rev. 1461, 1480 (1998). 

190 Katheryn D. Katz, The Clonal Child: Procreative Liberty and Asexual Reproduction, 8 Alb. L.J. Sci. 
& Tech. 1, 40-51 (1997). 

191 Cass R. Sunstein, Is There a Constitutional Right to Clone, 53 Hastings L. J. 987, 988 (2002). 當然
氏之見解最後係持 cloning 不為憲法保護，或者禁止之法律可通過合憲性檢驗，不論其是否為

fundamental right。 
192 Cass R. Sunstein, The Constitution and the Clone, in CLONES AND CLONES: FACTS AND FANTASIES 

ABOUT HUMAN CLONING 207, 208-20 (Martha C. Nussbaum & Cass R. Sunstein ed., 1998). 其就以
完全相同的判決脈絡 (包括 Griswold、Baird、Roe、Planned Parenthood與 Glucksberg等案) ，
推導與猜測聯邦最高法院對於 cloning可能的判決。其以不孕之丈夫 Ronald Martin與其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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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殖自由的模型193，而此已於前章所述。但留待未解的，則是各種不同生殖方式

之間的關係，也就是哪種方式係處於生殖自由之核心？ 
 
本文前章主張「基因關連」係為生殖自由之核心概念，能將個人基因傳遞

予下一代的繁衍方式，才是各種生殖方式中的核心。人類雖然號稱萬物之靈，但

是「異於禽獸者幾希」194，雖然存仁義行事，但是也不能忽略生物性的本能。想

將基因傳遞下去是生存的本能，也是「自私的基因」 (the selfish gene) 會有的作
為195。以「生殖」籓語之 reproduce而言，其乃是由 re加上 produce而來。而 produce
之希臘原文則為 gennan，其就是「基因」 (gene) 的原字196。所以 reproduce就
是 regene，就有「再基因」或「基因再現」之意義，足見基因在生殖或繁衍過程

中的重要性，更可證以之為核心不但符合生物本能，也符合語意釋義。此外當然

也符合一般感情與通念，基因對於下一代的人格與行為當然不是具有唯一決定性

的地位，但是對於繁衍的上一代而言，卻是其生殖行為與演化本能的原始驅力。

雖然人類的確有可能將他人的孩子「視如己出」，但是這畢竟不符合生殖繁衍之

                                                                                                                                            
Kristina Martin欲以 cloning繁衍後代而為法律所禁，故以 HHS之部長Martin Ballinger為被告。
這個模擬判決之形式而假設的Martin v. Ballinger案，卻可以是兩個結論相反的判決，分別認為

禁止之法律違憲與合憲，可見未來法院會如何判決，仍然不得而知。但是有趣的是，其絲毫未

提到 Skinner乙案。 
193 Eric A. Posner & Richard A. Posner, The Demand for Human Cloning, in CLONES AND CLONES: 

FACTS AND FANTASIES ABOUT HUMAN CLONING, supra note 192, at 233, 240-42. 該文以法律經濟

分析理論假設，大抵是依將基因傳遞予下一代的欲望由低至高列 1至 10各人，並且所能傳給
下一代的基因多寡也是依其順序決定。因此在「僅能配對繁衍」的情況下，10會傾向與 9配
對，因為這樣可以極大化其基因傳遞，有 9.5可以傳給其下一代；而 9也是亟欲與 10配對，
因為如果 9與 8配對僅能傳遞 8.5。之後在「配對或 cloning」均可自由選擇的情況，或者說是

cloning 便宜而任何人均可使用的情況下，則每個人均會傾向 cloning，但是對 1、3、5、7、9
單數的人來說，基因傳遞的狀況是變差的，例如 9就僅能傳遞 9給下一代，因為已經沒有 10
可以配對，10已經選擇了更極大化其基因傳遞為 10的 cloning方式。氏又再假設 cloning屬於
比較貴的方式，而只有 8、9與 10會選擇 cloning，則結果係使 7以下的人狀況都變糟 (以 7
為例，就由 7.5變成 6.5) ，甚至於 1根本沒有人可以配對繁衍。這樣的模型當然不是本文所欲

建立者，但是由這個模型也可見「基因傳遞」欲望的重要性。並且誠如其所言，此係建立在能

夠精準與量化個人基因傳遞欲望，以及個人均有極大化其基因傳遞傾向的前題下，並且也不代

表屬無性生殖的 cloning就會取代或逐退屬有性生殖的配對繁衍。 
194 孟子離婁章句下第十九：「孟子曰：『人之所以異於禽獸者幾希，庶民去之，君子存之。舜明

於庶物，察於人倫，由仁義行，非行仁義也。』」。 
195 RICHARD DAWKINS著，趙淑妙譯，《自私的基因：我們都是基因的俘虜？》，頁 136-64，天下 

(1995)。並參陳耀昌，〈志業城市 (Career and The City) 〉，中國時報，論壇新聞 (2004/6/29)，
其就近來我國生育率嚴重下降之情況，認為「天生萬物目的就是要繁殖，要把自己的 DNA傳
到後代。然而社會卻逆勢而為，違反了『適者生存』的道理，不在乎自己的 DNA無法傳承，
而變成『瀕臨滅絕的動物』。」，「也許用這些基本的生物法則來『曉以大義』，才能讓不婚女性

愉悅結婚、愉悅生育。而有正常的生育率才能讓台灣有成為優質社會的基本條件。生育小孩，

是愛自己兼愛台灣的最佳方式。」。當然繁衍後代與結婚不必劃上等號，「若非強大的社會道德

壓力－先婚後生，有些『女性菁英』是樂於生育的。」，故本文於前章主張生殖自由為「個人」

自由，並且當然不論已婚未婚均無差別，參李美賢，〈在志業與繁殖之間〉，中國時報，論壇新

聞 (2004/7/10)。 
196 參本文，頁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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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化策略，也不利於以基因傳遞達成「永垂不朽」 (immortality) 的本能197。因

此在這樣的想法下，不論有性或無性生殖，既然都能傳遞繁衍者之基因，故應皆

為生殖方式選擇自由之核心所保障。至於以他人生殖功能取代自己之捐贈精卵或

代理孕母方式，如果同樣也受憲法保障，也僅係處於保障範疇之外圍，而不會與

處於核心之具有基因關連的各種方式等量齊觀。 
 
而同位處於核心之各種有基因關連的生殖方式，彼此之間的關係為何，則

是接下來的問題。我們當然在直覺上會認為因為長久以來及多數情況下，人類主

要是透過「性行為」的方式繁衍後代，因此以「性行為」的方式繁衍後代自應位

居核心中之核心。此誠屬的論，但是比較例外情況的「人工生殖」與「無性生殖」

呢？這就會再牽涉到分類標準之問題。如果以「是否需要輔助」而區分，則人

工生殖就會和無性生殖歸屬一類，因為兩者皆須人工輔助而才能形成胚胎。以性

行為之方式繁衍後代，在現代醫學上當然也會有醫師「輔助」接生或助產，但是

此畢竟與人工生殖或無性生殖須要輔助才能形成胚胎有所不同。而如果以「有

性或無性」區分，則以體外受精為典型之人工生殖，其就會和性行為歸屬一類，

而無性生殖就會位居較為外圍之地帶。不論是哪種分類標準，將各種不同生殖方

式，建立一個光譜式或層級化的保障，是有可能的。在第一種是否人工輔助形成

胚胎之區分下，仍然不可能忽視有性與無性之差別，而就此認為無性生殖和體外

受精具有同等地位。在第二種有性無性標準之區分下，也一樣不可能就此認為體

外受精因而和性行為具有同等之地位。 
 
論者有主張法律不須要去關心下一代形成時我們所採取的性姿勢 (what 

sexual position we assume when we conceive our children) ，更不應該去強調是否

使用精子 (whether our children are conceived without the use of sperm) ，否則就有
使憲法保障成為「精子主義」 (sperm-ism) 或「精卵結合主義」之可能198。因此

使用精子與否應該不重要，是否需要人工輔助才是重點，顯然採取的是第一種區

別標準。其並據此進而認為各種不同生殖方式之間，是處於「蘋果」 (apple) 與
「柳丁」 (orange) 的關係，性行為之方式為蘋果，而其他需要輔助之方式均

                                                 
197 ROBIN BAKER著，李沛沂、章蓓蕾譯，《精子戰爭》，頁 122-23，麥田 (1999)。根據研究，孩
子受到繼父母虐待或殺害的可能性，遠遠超過親生父母親。動物界當中，例如雄獅在掠奪其他

雌獅為自己交配時，也會將前任雄獅遺留下的幼獅殺死，因為不這樣做，則雌獅就無法發情而

為新任配偶繁衍後代。和人類血緣相近的猴類與猩猩，也會有類似的行為。當然，這並不表示

人類就一定會這樣做，而完全不可能透過文化、道德或法律改變與約束。至於道德與法律的關

係，可再參顏厥安，〈鼠肝與蟲臂的管制：談生命科技與法律〉，載於《當代》第 119期，頁
48-50 (1997/7)。 

198 Foley, supra note 186, at 640-41. 氏更指出，難道精子具有什麼神奇魔力而使立法者感到舒服

嗎 (Is there something magical about sperm that gives lawmakers comfort) ？個人繁衍、養育與摯
愛其自己小孩的夢想，難道就繫諸於是否具有此等物質嗎 (Should the ability of an individual to 
fulfill the dream of raising and loving his or her own child hinge upon the presence or absence of this 
one substance) ？ 



5. 生殖性複製之管制 

 199

為柳丁199。這種區分有其好處，即不論生殖科技再怎麼推陳出新，新出現者均會

與體外受精「共處一室」，並且無性生殖因此即 (極) 有可能與體外受精等人工
生殖相同，獲得憲法的保障，就如同美國若干法院判決所持之見解。 

 
但是這樣的說法想必也有難以使人信服 (convince) 之處。因為畢竟無性複

製與一般人工生殖仍然不同，前者無性而後者有性的差別難以忽略。所以此時就

必須再到第二個區分標準，檢視以有性或無性之區分是否妥當。在第二個標準之

下，性行為之方式會與體外受精「同一屋簷」。但是兩者地位完全相同嗎？恐怕

也不盡然。如果認為兩者地位相同，則現行所給予人工生殖諸多的限制，是否也

可一概套用於性行為繁衍之上？例如要求在合格醫師之監督下以性行為的方式

繁衍？著眼於兩者同樣具有以有性生殖繁衍出後代的能力而言，兩者的確極為相

似，差別僅在受精卵係於培養皿或輸卵管內形成而已。但是如果以反正都足以為

個人繁衍後代所使用，而且都具有基因混合之特徵，故兩者無庸區別，顯然也並

不適當。因為如此推論下來，禁止任何人以性行為繁衍後代，一律須以體外受精

等人工生殖獲致子嗣，對於個人來說一樣也可以圓遂繁衍之夢，禁令亦有可能符

合憲法要求？此種說法難以想像，也難以為論者所接受。 
 
因此由結果 (ends) 來看，不同的生殖方式的確都有可能使個人獲得子嗣，

但是無法因此就認為國家可以隨意禁止某些方式，只要尚存留一二種方式可供繁

衍，即無害於生殖自由保障之本意。但是不同的方式所具備的意義 (means) 的
確也不相同，而無法認為全數均獲得憲法同等強力的保護與奧援。實則兩種區分

標準都有其意義，並且也無法指摘為錯誤。故嚴格而言，以「性行為」、「體外受

精」與「無性複製」三者為例，三者其實都各有特殊之處，不同的分類標準，當

然就會得出不同的分類結果。因此本文認為三者仍然是不同的東西，以蘋果與柳

丁的說法來說，三者其實應該是蘋果、柳丁與橘子 (tangerine) 的關係。 
 
以三者為蘋果、柳丁與橘子，係不同種水果的說法固然正確，但是也無助

於解決全部的問題。因為任垂髫稚兒亦知三者係不同的東西，單純指出三者不同

並無法解決層級或光譜化體系中的定位問題。本文以為兩種區別標準各有見地，

實不可單取其一。但是兩種區別標準仍然有順序之別，換言之，本文以為首先

應以「是否人工輔助」區分，之後再以「有性或無性」區分。因為如果說人類原

本不會行無性生殖，故先採取第二標準，將無性生殖剔除在外，固然有其道理。

但人類原本也不會體外受精，而且如果沒有培養皿，連無性生殖也不可能完成，

故本文以為應先確立與鞏固「性行為」方式為核心。生殖科技之目的即是在「幫

助」個人繁衍後代，因此所有具有輔助性質之方式反而應歸屬一類，而與可「獨

力完成」的性行為方式區隔。各種生殖科技所產生之問題雖然各有特殊之處，但

是其實也有很大的部分是共通的，故這樣的體系才有助於解決問題，以及建立適

                                                 
199 Foley, supra note 186, at 644-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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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的管制手段。況且兩種區分標準中，第二種「有性或無性」的區分較第一種「是

否人工輔助」形成胚胎而言，係較為模糊不確定的。無性複製或孤雌生殖係屬無

性生殖，而體外受精或胚胎分割係屬有性生殖，似乎很明確，但是其他「變形」

的中間類型就難以界定。例如使體細胞重新回到全能狀態，再使之分化為精卵細

胞，然後兩者融合形成胚胎，究竟是有性或無性生殖？論者或許會以係精卵結

合，有經過基因重組與混合，故當然為有性生殖。但是如果這個 reconstructed的
精卵細胞，係來自同一人的體細胞呢？這樣還能說是有性生殖嗎？或者將兩個精

細胞或卵細胞，模擬其中一者為對應配子，然後使之形成胚胎的方式200，究竟係

有性或無性生殖？顯然一樣也不甚明確。因此本文以為區分上應先保留有禁果喻

義的「蘋果」，而將其他同樣為橙黃色的輔助生殖方式歸為另一類。原本體外受

精的出現，係為了輔助不孕症者繁衍後代，而無性複製如果在安全無虞的情況

下，又何嘗不能作為一種輔助生殖科技？特別是在無精症與無卵症者，體外受精

等人工生殖技術根本派不上用場，如果無性複製技術有效無害，又為何不能允許

用它來獲得「自己的」小孩？柳丁與橘子或許仍然有所差別，但是差別也僅僅是

顏色深淺不一而已。 
 
地球上最早出現的繁衍方式當然是無性生殖，也就是單細胞生物透過細胞

分裂而繁衍產生後代201。有性生殖如何出現，迄今仍然是演化生物學家非常感興

趣的一個研究主題。無性生殖是「一個變兩個」，而有性生殖卻是「兩個變一個」，

後者的代價顯然較高，而且也使「當事人」必須犧牲一半的遺傳資產，短期來看

根本沒有立即、明顯的好處202。繁衍方式演化成具有兩性後，雄性生殖細胞的投

機與寄生特質表露無遺203，只想「利用異性搭順風車」以及「利用女性的身體來

複製自己的 DNA」204。有性生殖的好處，最常見的說法就是在減數分裂中，染

色體會經過聯會 (synapsis) 、交叉 (chiasma) 、互換 (cross over) 與重組 
(recombination) 等過程，使基因達到混合 (mix) 的目的，藉此創造出多樣性與
變異性 (genetic variation) 的下一代205。但是要那麼多變異做什麼？早期普遍的

說法認為就是為了要「天擇」。然而演化本身不是目的，只是問題解決的手段，

                                                 
200 參本文，頁 102註 171，頁 103註 175。 
201 NEIL A. CAMPBELL & JANE B. REECE, BIOLOGY 234-35 (6th ed. 2002). 
202 王道還，〈從「科學怪人」到「美麗新世界」：「複製羊」桃莉引起的爭議〉，載於《當代》第

119期，頁 32 (1997/7)。 
203 這當然是建立在異配生殖 (oogamy) 的前提下，若是同配生殖 (isogamy) 就無投機問題。 
204 STEVE JONES著，潘震澤譯，《Y染色體－男子漢的本質》，頁 29-30，時報 (2004)。 
205 其主要是指在 meiosis中，複製後的染色體會和其同源染色體 (homologues) 配對形成四分體 

(tetrads) ，這個過程就是聯會 (synapsis) 。在聯會中，複製之染色體會和其同源的非姊妹染色

分體 (nonsister chromatids) 形成交叉 (chiasma) 狀，此時染色體上的基因會互換 (cross over) 
位置，平均每對同源染色體會發生 2至 3次互換。此種遺傳物質混合的過程稱為重組，又與孟
德爾所提出的獨立分配 (Independent Assortment) 原則配合，使得子代與親代間的基因關係可
以有許多組合。在不考慮互換的情況下，每個人所產生的配子可以有 2的 23次方，約 800萬
種不同的精卵，兩者配對後則可以產生 640億的組合，如果再加上互換的因素，則基因組合的
多樣性更是可觀。See ALLAN J. TOBIN & JENNIE DUSHECK, ASKING ABOUT LIFE 188-93 (2nd ed. 
2001). See also CAMPBELL & REECE, supra note 201, at 239-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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更可能只是隨機發生的事件。腔棘魚三億年來沒有演化也能夠生存206，更可見在

冰河時期過後，人類需不需要這麼多的變異與「演化」，實在是個問號。因此後

來出現但仍有瑕疵的說法，就認為有性生殖的功能是為了「修補」，也就是成體

細胞會因為太陽紫外線或幅射等因素而突變 (mutation) ，突變稀少且大多有
害，故 DNA會因此破損，所以在雙套染色體的生物，藉由兩性的配對，遂可以

對方之完整 (intact) 彌補自己之缺損207。 
 
但是上述仍無法說明為什麼「人海戰術」的無性生殖，沒有淘汰掉「精挑

細選」的有性生殖，以及為什麼有史以來人類就只會行有性生殖，還有體外受精

與無性複製之關係。有性生殖出現的奧秘之謎，演化生物學或遺傳學者所不能解

答的問題208，本文當然也不可能有什麼「兄弟個人獨獲的創見」。只不過必須要

特別說明的是，晚近都認為達爾文所謂的「物競天擇」，其實除了指不同物種之

間的競爭外，尚應更側重於在同物種之中個體與個體之間的競爭，而也非僅僅只

是物種與自然環境的競爭209。此外，達爾文所曾經提出過的「性擇」 (sexual 
selection) ，在晚近也逐漸受到重視210。而所謂的「紅后原則」 (red queen) ，係
演化生物學家在一九八 O 年代，以路易士‧卡洛爾 (Lewis Carroll, 1832-1898) 所
著的「愛麗絲鏡中奇緣」 (Through the Looking Glass) 中，愛麗絲不斷奔跑，而

                                                 
206 參 MATT RIDLEY著，范昱峰譯，《紅色皇后：性與人性的演化》，頁 30-31，時報 (2000)。 
207 同上註，頁 43-45。這個理論也有缺陷，因為有性生殖的功能如果是獲得備用的基因，理想的

方式應該是由近親獲得。況且，DNA之修補也不是不能以仍存的模板 (template) 而自體為之。 
208 生物學界最獨特的例子，也就是所謂「演化論的醜聞」，即為 8500萬年以來、在恐龍滅絕之

前就沒有再行過有性生殖，但是目前仍然存在活躍且僅有雌性的蛭形輪蟲 (bdelloid rotifer) 。
科學界為了解決這個「問題」，以及有性生殖為何存在，提出了至少不下 20種理論。當中比較

常見的有 3種： (1) 穆勒氏棘輪 (Muller’s ratchet) 。大抵是謂行無性生殖之生物，會因為突

變而蒙受其害。故隨時間前進，存在之未突變個體會越來越少，當最後末個「純種」個體死亡，

則在演化上就如同棘輪向前轉，且是不可逆的。最後在族群中個體突變越來越多，因為突變多

數有害，故終歸導致滅絕。 (2) 孔德拉秀夫的手斧 (Kondrashov’s hatchet) 。類似於前理論，

大抵係指個體突變數量如果累積到超過某個門檻，則個體就會死亡。因此僅行無性生殖之生

物，突變會累積，故容易滅絕。反之有性生殖因為可使基因重組，藉此「有機會」使個體與下

一代之突變數量「逆行」至門檻以下，故族群得以延續。上述 2種理論都仍然有爭議，而晚近

比較「流行」且為本文所介紹的理論，就是第 3 說：「紅后原則」 (red queen) 。參 OLIVIA JUDSON
著，潘勛譯，《Dr. Tatiana給全球生物的性忠告：性的演化生物學》，頁 240-62，麥田 (2003 年

再版)。並參同上註，頁 46-52。 
209 MATT RIDLEY著，范昱峰譯，同前註 206，頁 32-34。並參 TIJS GOLDCHMIDT著，黃秀如譯，《達
爾文的夢幻池塘》，頁 124-34，時報 (2003)。 

210 性擇主要是指在有性別差異的生物當中，兩性係處於合作而又競爭的狀態，當一方改變，他

方也會跟著改變繁衍模式。例如達爾文所舉之一例，雄孔雀的燦爛尾巴如此招搖，根本不利免

於被獵食與繼續生存，因此他認為唯一的解釋就是因為燦爛尾巴有利於求偶，換句話說，就是

因為雌孔雀喜歡，所以雄孔雀才會「演化」出燦爛尾巴。「性擇」理論可以再分為「雌性選擇」 
(female choice) 與「雄性競爭」 (male competition) ，前者指雌性有選擇「最佳者」以共同繁
衍後代的本能，後者指雄性彼此間以競爭來「爭奪」雌性為其繁衍後代。參 MARLENE ZUK著，
劉泗翰譯，《物競性擇》，頁 18-23，書林 (2004)。並參 TIJS GOLDCHMIDT著，黃秀如譯，同前
註 209，頁 221-33，關於達爾文對於性擇的另一例，三刺魚之兩性生態與類似之解釋。See also 
TOBIN & DUSHECK, supra note 205, at 364-65. 



論生殖性複製與生殖自由 

 202

周遭景物隨她前進，故她似乎永遠完全沒有前進的一段故事211，來解釋與比喻所

謂的「演化」 (包括天擇與性擇) 其實是一種相對的概念。依這樣的說法，人類

繁衍後代的方式，除了考量和自然環境之間的關係外，其實也應再著重個人與

個人及個人與群體之間的關係212。原本僅會行有性生殖的人類，如果有個體出

現行無性生殖的能力，在短時間之內，威脅到的其實是行有性生殖的個體，因為

個體的 DNA複製與傳遞比例上，無性生殖顯然較有性生殖有利。但是這畢竟是

基於行有性生殖的個人，與行無性生殖的個人，兩者的身體健康均在同一水平的

狀況。況且所謂的無性複製，也不是像單細胞生物一般地分裂增生，其與有性生

殖仍然相同地必須經過懷胎十月的過程213，短時間或幾個世代之間，是否真的有

威脅到多數人利益，恐也有疑義。 
 
事實上，一般可藉由性行為繁衍後代的人，不但不需 (想) 要體外受精，更

                                                 
211 [T]he most curious part of the thing was, that the trees and other things round them never changed 

their places at all: however fast they went, they never seemed to pass anything. “I wonder if all the 
things move along with us?” thought poor puzzled Alice. And the Queen seemed to guess her 
thoughts, for she cried, “Faster! Don’t try to talk!”….”[W]ell, in our country,” said Alice, still 
panting a little, “you’d generally get to somewhere else-if you ran very fast for a long time, as we’ve 
been doing.” “A slow sort of country!” said the Queen. “Now, here, you see, it takes all the running 
you can do, to keep in the same place. If you want to get somewhere else, you must run at least twice 
as fast as that!” See LEWIS CARROLL, THROUGH THE LOOKING GLASS 41-42 (Penguin 1994). 

212 參 MATT RIDLEY著，范昱峰譯，同前註 206，頁 33、63-67及 82-85。有個故事敘述一位哲學
家和朋友遭到大熊攻擊時，朋友說：「不用跑了，你快不過大熊的。」哲學家回答：「不用比熊

快啊，只要快過你就行了。」正可傳神說明這種個人與個人之間的競爭關係。此外，請再參程

樹德，〈不可能的成功：從演化生物學看複製科技〉，載於《當代》第 119期，頁 43-45 (1997/7)，
不採用「『自私基因論』及『遺傳決定論』中較極端看法，主要由演化生物學之各種角度觀察。

想告訴讀者『個體』及『群體』間利益有時相同有時衝突，永不可能一致。」。由紅后原則而

言，除著重人類與自然之相對關係外，也應考量個人與個人之間的相對關係；事實上，基本權

利限制之問題，如果從自由主義的角度觀之，其實就是「不同人民的不同權利間之調整」，「如

果沒有涉及他人權利的侵害，國家應該無從限制人民的權利。」。參黃昭元，〈憲法權利限制的

司法審查標準：美國類型化多元標準模式的比較分析〉，載於《台大法學論叢》第 33卷第 3期，
頁 91 (2004/5)。就此而言，生物學與法律學也有類似之處與異曲之妙。 

213 See Radhika Rao, What’s So Strange about Human Cloning?, 53 Hastings L.J. 1007, 1009-11 
(2002). 其認為 cloning有 3個特質，故造成爭議或大眾誤解： (1) 無性生殖 (asexual 
reproduction) ； (2) 基因選擇 (genome selection) ； (3) 大量製造 (mass production) 。前 2
者本文已有所闡述，於此不贅。至於末者，氏認為如果無性複製有使人類被視為像蕈類產品 
(fungible products) 般生產製造，則擔心我們可能往人類與身體交易市場更向前一步，同時也

擔心商品化個人、家庭與生命等價值，故於文末主張 cloning 不是不能禁止，但是必須基於對

的理由 (right reasons) ，例如客體化與商品化未出生小孩就是乙者。See also Lisa Sowle Cahill, 
No Human Cloning: A Social Ethics Perspective, 27 Hofstra L. Rev. 487, 494-500 (1999). 本文以為
cloning因為也必須懷胎 10月，根本不可能像蕈類般以孢子生殖來「大量生產」，故這樣的擔

心似乎多慮，而且也不是不能透過手段來禁止或管制。至於客體化或商品化，其實與人性尊嚴

也有關係，而更是基於康德的「人是目的」論證而來。但是康德論證前提必須是理性且能自主

決定的有意識個人，已出生之複製人毫無疑問當然應該享有，但是未出生生命是否為「人」且

享有「人性尊嚴」，本身就有疑問。況且康德論證要求人本身就是價值，不因其「出身」的不

同而享有或不享有人性尊嚴，故以無性複製方式繁衍後代會因此侵害後代之人性尊嚴嗎？恐怕

也必須再視使用者的動機、目的與狀況而定吧？例如不孕症者使用此方式，一樣會鍾愛與照顧

其小孩；除非持基因就等於這個小孩的基因決定論或化約論看法，否則本文以為亦無客體化或

商品化問題。參王偉鴻，同前註 114，頁 86-90。See also R. George Wright, Second Thoughts: How 
Human Cloning Can Promote Human Dignity, 35 Val. U. L. Rev. 1, 31-38 (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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不會需要無性複製來輔助生殖。各種生殖方式當然可以基於不同的理由限制，但

是也必須注意到受限者的狀況與替代性之概念。例如我們不會認為禁止一般大眾

以性行為繁衍後代是受允許的，但是如果是愛滋病患者或帶原者呢？由於以性行

為的方式有可能導致伴侶與下一代也因此感染 HIV病毒，故禁止其以性行為方

式繁衍後代即有可能通過憲法檢驗214。而如果是程度輕微仍能產生精卵的不孕症

者，或者是感染 HIV病毒者215，禁止其以屬有性生殖的人工生殖方式繁衍後代，

恐怕也不會是恰當的做法。因為其已無法以性行為繁衍後代，而體外受精等現行

人工生殖技術又仍在有性生殖的範疇之內，與傳統生殖方式差異不大，禁止使用

則難以通過憲法檢驗。但是禁止可以透過體外受精繁衍後代者使用無性生殖，由

於其仍然有辦法獲致子嗣，故在有替代選擇的情況下，此種限制應認為恰當。至

於極為少數之無精無卵症者，如果禁止使用無性複製，則其就無他法以獲得子

嗣，禁止之規定剝奪其 DNA延續之可能，我們可以認為恰當嗎？其就是無法與
一般可藉有性生殖繁衍後代之人相同，使用僅傳遞一半基因的方式來獲得子嗣 
(who has no other way to pass a haploid genome to the next generation) ，我們為什

麼要堅持他們一定要和多數人一樣呢？如果沒有傷害或影響別人，為什麼不能讓

其享有此種自由呢216？ 
 
換言之，本文以為此處應該有一個「窮盡」 (exhaust) 的概念。在無性複

製尚未能確定有效與安全之前，禁止使用以避免造成早夭或畸形，是可以接受的

限制理由，因為生殖自由既然是一種自由權利，當然也應該附帶對下一代的義務

與責任 (reproduction and responsibility) 。但是在有效與安全之後，且在無其他
替代方法之前，禁止極少數無精症或無卵症者使用無性複製繁衍後代217，可能就

通不過生殖自由的檢驗218。如此少數的例外並非不能透過法律訂定，其父母子

                                                 
214 我國後天免疫缺乏症候群防治條例第 15條規定：「明知自己感染人類免疫缺乏病毒，隱瞞而

與他人進行危險性行為」者，要處 7 年以下有期徒刑。而同法施行細則第 11條又規定：「未經
隔絕性器官黏膜或體液而直接接觸之性行為」，係屬所謂的「危險性行為」。故愛滋病患者或帶

原者，以性行為方式繁衍後代係受禁止。 
215 愛滋病的治療雖不能痊癒，但越來越能延長病患的生命，因此有愈來愈多的年輕病患希望能

生育小孩。而透過人工受孕或試管嬰兒中的精子洗滌與篩選程序，再加上剖腹產的方式，可使

新生兒感染的機會小於 1%。故即便是愛滋患者，其亦有可能透過人工生殖繁衍後代。而這些

方式已經具體在運用，也有成功之個案出現。參〈國際視窗 人工受孕＋顯微注射 愛滋父母 可
以生下健康寶寶〉，中國時報，醫藥新聞 (2004/6/10)。 

216 參顏厥安，同前註 197，頁 50-51。See also JOHN STUART MILL, ON LIBERTY AND OTHER ESSAYS 
83-84 (John Gray ed., 1998). 再參蔡甫昌，〈為什麼不能訂製一個小孩！？〉，載於《生技時代》

第 17期，頁 72-76 (2003/3)。 
217 Shannon H. Smith, Ignorance is Not Bliss: Why a Ban on Human Cloning is Unacceptable, 9 

Health Martix 311, 320-23 (1999). 其認為不是每個人都能夠在不同的生殖方式之間選擇，當個

人唯一可以獲得有基因關連子嗣的方法是 cloning時，其就不應該被禁止。 
218 Robertson, supra note 102, at 471-73. 其基於生物上基因傳遞的重要性，認為主張以第 3人之
體細胞 (如Michael Jordan) 為自己繁衍後代是不受允許的，因為此時自己的基因毫無一絲傳遞

予下一代。而無性複製較有性生殖，的確傳遞了更多的基因，近乎 100%；但是在可以有性生
殖繁衍後代之個人的情況下，此舉是改變了子嗣與生殖對於個人重要性的一般理解，故可有性

生殖者，即不得主張要無性複製。至於完全無法以有性生殖繁衍後代者，以無性複製繁衍後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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女、家庭世代關係也並非不能透過法律擬制。至於下一代心理傷害在未經證實之

前，更是難以支持為禁止之理由219，此觀當初體外受精之憂慮後來不攻自破，以

及同卵雙胞胎之健康獨立人格，即可證明。而剝奪孩子擁有雙親之權利，也非不

能例如透過法律要求必須有兩個以上個人參與合意，否則不得為無性複製，來加

以解決。而如此少數的人以無性生殖繁衍後代，不但對所謂基因多樣性影響甚

微，而在「紅后原則」之下，繁衍後代上比較弱勢者使用無性生殖，也不會因此

使其他人因此在演化競爭上被淘汰或受威脅。故在各種生殖方式上，要求個人優

先進行傳統或一般觀念認為恰當的有性方式，但是在窮盡而已無他法的情況下，

則應設例外而允許個人接近使用無性方式。如此的例外窮盡模式220，由欲行無

性複製之個人負責舉證已窮盡後，可例外允許使用無性複製，一方面顧及有性生

殖在人類社會中的意義與價值，另一方面又能設例外給予無計可施之個人使用無

性生殖之機會，本文以為係兼顧生殖自由之保障與各種無性生殖之不利益及反對

意見，故為可以慎重考量之管制方式。 
 

5.3.2 我國人工生殖法草案 

 
我國現行對於人類無性複製 (human cloning) 並無法律規範，法務部曾於民

國八十七年四月二十一日邀請專家學者舉行「複製人相關問題之研討」會議，討

論兩項主題：「是否應當禁止複製人類？」及「有無必要制定專法禁止？」。之後

達成兩項結論： (一) 無性生殖之複製人類應予禁止，醫療性之基因治療則不在

禁止之列。 (二) 目前衛生署制定之「基因治療人體試驗申請與操作規範」、「人

                                                                                                                                            
的確失去了基因重組與混合的機會，也與一般所認的生殖有異；但是其已別無他法傳遞自己的

基因予下一代，在科技上尚未發明更能為大眾所接受的方法前，即應允許此等人無性複製，否

則其基因就有隨其死去之可能。至於長期來看 (long-run) ，無性複製就算不利於人類的生殖繁

衍，但是這麼偉大的使命，就足以讓我們禁止他們短期 (short-run) 的本能與願望嗎？DNA之
角色如此重要，故論者也有主張對其應有財產權主張之可能。Moore案雖然認為對於組織或細
胞無財產權可主張，但是 Hecht案採取的卻是對於生殖細胞 (sperm) 有財產權之思考脈絡。故
在未來藉由 cloning即可繁衍後代的情況下，對於個人 DNA的保護必須提升，例如未經他人

同意不得使用其DNA無性複製，或者也禁止個人販售DNA給他人使用等等。See also Paul Tully, 
Dollywood is not just a Theme Park in Tennessee Anymore: Unwarranted Prohibitory Human 
Cloning Legislation and Policy Guidelines for a Regulatory Approach to Cloning, 31 J. Marshall L. 
Rev. 1385, 1413-18 (1998). 

219 John A. Robertson, Why Human Reproductive Cloning Should Not in All Cases be Prohibited, 4 
N.Y.U. J. Legis. & Pub. Pol’y 35, 39-41 (2000). 

220 Carson Strong, Cloning and Infertility, in THE HUMAN CLONING DEBATE, supra note 72, at 184, 
204-08. 其認為繁衍後代、生兒育女是人類本能，而其至少可達成以下幾個目的 (goals) ： (1) 
參與生命的創造 (participate in the creation of a person) ； (2) 確認雙方之間的感情 (affirm their 
mutual love through procreation) ； (3) 加深性方面的親密性 (deepen their sexual intimacy) ； (4) 
與未來產生連結 (obtain a link to future persons) ； (5) 擁有懷孕、分娩與養育等經驗 (have 
experiences associated with pregnancy, childbirth, and child rearing) 。因此能以性行為或有性生殖

方式達成這些目的者，就不需要也不應該主張使用 cloning，但是嚴重的不孕症者就必須考量

賦予其此種權利，並且可以正當化兩者管制方式之區分 (that can justify differing policies for 
fertile and infertile couple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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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協助生殖技術管理辦法」已禁止無性生殖，現階段毋需另行制定禁止複製人之

法律，日後再視外國立法趨勢而定221。 

 

按我國人工生殖領域長久以來均屬法律真空狀態，僅依靠民國七十五年發

布七十八年修正的「人工生殖技術倫理指導綱領」222，以及民國八十三年發布八

十六年及八十八年兩次修正的「人工協助生殖技術管理辦法」223，兩者為主

要的規範。前者分為四個指導原則，與無性複製關係不大。後者則於第七條第六

款禁止醫療機構施行無性生殖，並於第三條第七款將「無性生殖」定義為：「指

非經由精子與卵子之結合，而利用單一體細胞培養產生後代，其後代彼此間與親

代間具有完全相同之基因組成者。」。違反此規定則醫療機構或行為醫師會被依

醫療法、醫師法及其他相關規定處罰。 

 

而法務部會議結論中所稱之「基因治療人體試驗申請與操作規範」，係

衛生署於民國八十六年公布九十一年修正224，依據醫療法與人體試驗有關之規定

而來225，主要係規定醫療機構欲進行人體試驗時的申請程序與注意事項。其中於

第二章「相關法規」、第五項「相關規定」中，第 (七) 點稱：「行政院衛生署醫

學倫理委員會九十年八月二十三日決議：『對於可能將遺傳物質傳給下一代之細

胞 (例如：生殖細胞) ，施行可能增加、改變或置換其基因之新醫療技術，均屬

人體試驗範圍。現階段基於倫理上之考量，尚不宜准許施行該類人體試驗』。」，

故將卵母細胞之「基因」由體細胞核「置換」的 SCNT，依此規定係無法申請人
體試驗，當然更不准許臨床醫療，否則即可依醫療法等規定處罰。 

 

此外，衛生署於民國九十一年二月十九日公告「胚胎幹細胞研究的倫理

規範」，就有關胚胎幹細胞研究的倫理規範，做出六點決議226。當中第三點稱：

「以『細胞核轉植術』製造胚胎供研究使用，因牽涉層面較廣，需再作進一步之

審慎研議。」，第五點又稱：「胚胎幹細胞之研究，不得以複製人為研究目的。」。

之後於民國九十二年又發布「體細胞治療人體試驗申請與操作規範」227，其

                                                 
221 參何建志，〈法務部「複製人相關問題之研討」會議評論〉，載於《生物科技與法律研究通訊》

第 1期，頁 5 (1999/1)。 
222 由 75.7.8衛署保字第 597301號函發布，再由 78.10.20衛署保字第 824277號函修正：

http://www.doh.gov.tw/NewVersion/content.asp?class_no=115&now_Fod_list_no=1875&array_Fod
_list_no=115,&level_no=1&doc_no=7517 (2004/6/26造訪)。 

223 由 83.11.23衛署保字第 83071000號函發布公告，再由 86.3.19衛署保字第 86015259及 88.4.28
衛署保字第 88018436號修正：
http://www.doh.gov.tw/NewVersion/content.asp?class_no=45&now_Fod_list_no=5&array_Fod_list_
no=45,&level_no=1&doc_no=5050 (2004/6/26造訪)。 

224 由 86.8.28衛署醫字第 86054675號公告，再由 91.9.13衛署醫字第 0910062497號公告修正。 
225 參本文，頁 98註 155以下。 
226 由衛生署於民國 90 年舉辦多場公聽會後，再於民國 91 年召開醫學倫理委員會而作成，參：

http://www.doh.gov.tw/NewVersion/content.asp?class_no=45&now_fod_list_no=673&array_fod_list
_no=45,1,201&level_no=4&doc_no=1285&show=show (2004/6/27造訪)。 

227 由 92.11.4衛署醫字第 0920202477號公告，參 http://www.doh.gov.tw/ufile/doc/體細胞規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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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於第一章「總則」、第三項「體細胞療法之適用原則」中，第五點稱：「絕對禁

止進行涉及或會影響人類生殖遺傳功能之體細胞療法，包括以個人的體或幹細胞

核轉殖入去核的卵細胞，或以其他方法複製人類個體。」；又於同章、第四項「療

效性與安全性」中，第四點後段228稱：「又，直接採取受孕十四天以上之人類胚

胎為原料繁殖分化，成為特殊細胞組織而使用於病人之體細胞療術亦絕對禁

止。」。依此不惟生殖性，似乎連治療性無性複製亦在禁止之列。 
 
上述各該規定多屬職權命令，特別是「人工協助生殖技術管理辦法」，因此

在有違反法律保留原則之虞下229，衛生署即著手研擬「人工生殖法草案」230。

其民國八十八年版本中231，於第十八條第七款規定：「有左列情形之一者，醫

療機構不得實施人工生殖技術：、、、七、實施無性生殖方式。」，而於第三條

第七款將無性生殖定義為：「指非經由精子與卵子之結合，而利用體細胞培養產

生後代，其後代彼此間與親代具有完全相同之基因組成者。」，使用之文字完全

承襲人工協助生殖技術管理辦法。而草案另又於第二十三條第二款規定，醫療機

構於實施人工生殖後，剩餘之生殖細胞除依規定銷毀外，得依約定供作醫療實驗

之用，但不得「從事無性生殖之複製技術。」。違反上述規定者，依第三十四條

第三及五款規定，得處新台幣十萬元以上五十萬元以下罰鍰，並得限期改正；逾

期未改正者並得按次處罰，以及處一個月以上一年以下停業處分或撤銷開業執

照。 
 
以上值得注意者至少有三： (一) 草案是否欲禁止治療性無性複製不甚明

顯，但由第二十三條第二款禁止利用生殖細胞從事無性複製之醫療實驗規定觀

                                                                                                                                            
-921104公告版.doc (2004/6/27造訪)。 

228 其第 1章第 4項第 4點前段，與第 1章第 3項第 5點禁止複製人類之規定，使用之文字幾近，

差別僅在前者較後者少了規範以「幹細胞核」轉殖，基於後者之語意較廣，故本文擷取後者。 
229 我國學說一般將違反法律保留原則認為係屬違憲審查的「形式審查」，而有異於所謂的「內容

審查」，並且認為前者較後者優先審查。如依此，則現行與人工生殖有關之職權命令均可能屬

違憲，其所規範之具體內容是否合於憲法要求亦毋庸再論。但是近來學者注意到此問題，認為

如此則只要將相同之規定原封不動搬到法律之中即可，則職司違憲審查機關不啻又要再就系爭

禁止或限制規定，再次浪費資源地審查其內容。故在討論基本權利干涉之違憲審查時，內容以

及採取何審查標準等，反而較屬重要之事，生殖自由亦是如此，以職權命令或法律限制反而較

屬末節之事。參黃昭元，同前註 212，頁 47註 3。 
230 衛生署於民國 92 年版的人工生殖法草案也意識到此問題，其在草案總說明就提到「人工生殖

技術倫理指導綱領」與「人工協助生殖技術管理辦法」均屬職權命令或行政規則，性質上不宜

涉及人民之權利義務事項，此既不足以保障受術夫妻及人工生殖子女之權益，亦不能充分規範

人工生殖技術之施行。請參人工生殖法草案總說明，於衛生署網站：

http://www.doh.gov.tw/NewVersion/content.asp?class_no=45&now_Fod_list_no=1348&array_Fod_
list_no=45,5&level_no=2&doc_no=5035 (2004/6/27造訪)。 

231 民國 88 年人工生殖法草案分為甲乙兩案，但就無性生殖之規定完全相同，本文所述條次以甲

案為準，分別為第 3條第 7款、第 18條第 7款及第 23條第 2款，對應乙案之條次則分別為第
3條第 7款、第 21條第 6款及第 26條第 2款，草案規定本文係參陳慧雯，《人工協助生殖技

術管制模式之法律政策分析－以代理孕母之管制為中心－》，台大法研所碩士論文，頁 186以
下 (1999)。兩案最大的差別係在代理孕母之上，甲案禁止而乙案開放，請參薛瑞元，〈「代理

孕母」的管制原則與措施〉，載於《月旦法學雜誌》第 52期，頁 40以下 (1999/9)。 



5. 生殖性複製之管制 

 207

之，解釋上應認所有的無性複製技術均在禁止之列，故答案應為肯定。 (二) 草

案欲禁止生殖性無性複製之意圖相當明顯，但對「體細胞核移轉」 (SCNT) 技
術之定義並不正確，因為不會有「完全相同之基因組成」。而「胚胎分割」依此

定義，並不在禁止之列，除非係以體細胞無性複製後再為胚胎分割，也就是兩次

的複製實施，才有可能符合定義中的「利用體細胞」以及「後代彼此間具有完全

相同之基因組成」。 (三) 罰則係採行政處罰手段，但如果真要收禁止之效，罰

鍰可能過輕。對於亟欲獲得與自己有基因關連子嗣者，其大可將此罰鍰納入成本

之中，一併繳交給予施行機構與醫師，對照美國聯邦立法草案的一百萬美元，相

差有天壤之別。至於證照管制手段之併行，係我國常見手段，自不待言。 

 

人工生殖法草案民國八十八年之版本並未通過，因此衛生署於整合各方意見

後232，又提出民國九十二年版本的新草案233。草案於第十七條第三款禁止人工

生殖「以無性生殖方式實施」，與先前版本立場相同。草案第三條第七款將無性

生殖定義為：「指非由精子與卵子之結合，而利用單一體細胞培養產生後代之技

術。」。至於剩餘生殖細胞利用研究之問題，新版本採取更嚴格之禁止規定，於

第十九條規定捐贈之生殖細胞「不得為人工生殖以外之用途」，於第二十至二十

二條則規定剩餘生殖細胞一律依規定銷毀，故不惟以無性複製產生胚胎供研究不

受允許，似乎連以有性方式產生與研究亦不可。違反第十七條第三款者，可依第

三十條處五年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台幣一百五十萬元以下罰金。違反第十九

條者，可依第三十五條處三萬以上十五萬以下罰鍰；違反第二十至二十二條者，

則可依三十六條處二萬以上十萬以下罰鍰。此外，草案於第三十七條亦授權主管

機關對於違反本法之醫療機構或醫師，得「廢止其許可或禁止於一定期間內從事

人工生殖」，將行政證照管制手段集中一條規定。 

 

以上值得注意者也至少有三： (一) 其無性生殖之定義，將先前版本後段之

                                                 
232 新版草案中爭議最大的仍屬代理孕母是否合法化，衛生署於民國 92 年 2月時原擬採取與 88
年相同之方式，有限度開放與禁止兩案併陳行政院，但是至 92 年 8月正式草案出爐時，則僅

有禁止版本，遂引起各方爭議。參〈代理孕母合法化 曙光再現〉，中國時報，焦點新聞 
(2003/2/11)。〈人工生殖法草案 排除代理孕母〉，中國時報，社會新聞 (2003/8/13)。〈法律空窗

期 「黑牌」人工生殖中心多〉，民生報，醫藥新聞 (2004/5/25)。目前僅有衛生署版本送至立

法院審查，而無行政院版本，並且衛生署自己對於代理孕母之問題立場亦不一致，因此立法院

衛環委員會於 93 年 6月審查時，遂引發立委沈富雄與簡肇棟之激烈口角，參〈審人工生殖法 沈
富雄發飆〉，available at http://tw.news.yahoo.com/040609/4/pnb4.html (2004/6/27造訪)。衛生署
為了解套此問題，發動國內首次就公共政策而進行的「公民會議」，擬隨機抽樣 12至 20人以
類似陪審團之方式，在民國 93 年 8至 9月進行討論與決議；決議雖無法律拘束力，但衛生署

表示將會作為參考，如決議開放代理孕母則另行研訂「代理孕母特別法草案」，如決議禁止則

就仍以此「人工生殖法草案」為之，請參〈代理孕母爭議尋求公民會議解套〉，中國時報，社

會新聞 (2004/7/22)。公民會議是否足以解決問題，也引起一些爭議，請參何春蕤，〈權利不能

訴諸多數決〉，中國時報，論壇新聞 (2004/7/23)；但比較林國民，〈為什麼要開公民會議〉，中

國時報，論壇新聞 (2004/7/25)。 
233 民國 92 年版人工生殖法草案，於衛生署網站：

http://www.doh.gov.tw/NewVersion/content.asp?class_no=45&now_Fod_list_no=1348&array_Fod_
list_no=45,5&level_no=2&doc_no=5036 (2003/12/19造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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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後代彼此間與親代具有完全相同之基因組成者」刪除，的確有改善了前版本

沒有注意到因為有 mtDNA，所以不會「完全相同」之問題。但是相較於前版本，

其在體細胞之前則多了「單一」兩字，目的似乎係為了表達完全以體細胞核內之

遺傳物質取代精卵混合之意。然而體細胞核移轉技術，根本不可能以「單一」體

細胞就可以「培養產生後代」，單一體細胞在目前的技術上，任憑如何電擊或加

入化學物質，也不會就此回復到全能狀態並發育為個體，草案之描述反而近似於

以單一卵 (母) 細胞發育為個體的孤雌生殖。 (二) 第十七條第三款之立法說明

稱：「以生物複製技術之無性生殖方式實施人工生殖，將使人之存在價值及尊嚴

淪喪，造成社會倫常秩序之崩解，爰為第三款之規定。」，因此禁止之理由並非

基於安全有效與否之憂慮，反而乃係以其他商品化、主體性、家庭世代與社會倫

常關係等理由。 (三) 處罰手段由秩序罰轉變成刑罰，並且額數大幅提高。按刑

法之使用具有最後手段性，刑罰之賦予則擁有倫理非難性，故處罰轉為刑罰，顯

見禁止理由亦含有「道德上的厭惡」，是否妥當，並非沒有討論空間。此種未設

窮盡例外模式之規定，致使別無他法可資運用獲致基因關連子嗣者，亦在禁止之

列，而禁止之理由依本文前述看法似難通過嚴格審查基準。 

 

上述我國人工生殖法草案之研擬商議，可見我國對於無性生殖方式，採取的

乃是「立法管制」模式，雖然其未能於民國九十三年六月於立法院通過，但是

未來立法行動可預見仍會持續234。在此，首先可以確定管制當然必須建立235，對

於生命或生物科技沒有任何管制手段，乃不可想像之事236。至於交由市場、倫理

與科技力量，還是必須由法律來促進、修正與補充237。委諸專業自主或私人自治，

只會使問題爭議轉由法院決定；而司法解決有個案、被動與科學障礙鴻溝等問

題，故乃係「制度容量不足」之作法238，所以本文以為仍有建立其他前行管制手

段的必要。 

 

制定法律管制誠然是民主多數決的表現239，但是立法管制模式往往也有僵硬

                                                 
234 立法政策上有主張複製人會造成人口過度膨脹，為了保護超個人法益，認為應以刑法禁止複

製一人以上之行為；或者認為未經被複製者之同意而無性複製者亦應犯罪化。參翁大鈞，同前

註 47，頁 124-28。但是如果複製技術不是像癌細胞一樣會快速增生，又如何會造成人口膨脹？ 
235 See, e.g., Marsha Garrison, Law Making for Baby Making: An Interpretive Approach to the 

Determination of Legal Parentage, 113 Harv. L. Rev. 835, 852-53 (2000). 其提及人工受精、體外受
精與代理孕母等的確都不是新的議題，但是新興生殖科技不斷被研究出來也是不爭事實，故管

制手段有必要建立，然制定法有僵硬之問題，故傾向以行政手段促進思辯與討論。雖然其討論

的主要是親子關係，不過我們也可以把問題意識拉高到整個生殖科技之管制問題。 
236 林紋玲，《商品化的身體：從買賣市場的實際存在探討有關人體器官取得之管制政策》，頁

46-52，台大法研所碩士論文 (2002)。其舉印度與巴西對於人體器官取得無管制手段，係不可

採之作法。蔡達智，《生命科技的發展對基本人權的影響》，頁 81-84，中興法研所碩士論文 
(1997)。也認為科學新知追求與學術自由雖獲保障，但是也不能不考慮受到不良動機、因素左

右等的可能性，科技研究雖然不能太依賴國家監督權力，但是適當的管制是有必要的。 
237 陳仲嶙，《從新生兒篩檢探討隱私權的法之規制》，頁 130以下，台大法研所碩士論文 (2002)。 
238 陳慧雯，同前註 231，頁 96-100、115-23。 
239 FRANCIS FUKUYAMA著，杜默譯，《後人類未來：基因工程的人性浩劫》，頁 233，時報 (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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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不易修改，以及跟不上科技發展的問題。例如在桃莉之後欲禁止以 SCNT使用
在人類身上的立法不斷，但是往往也產生許多問題，例如對其之立法定義就是

一例。前述第三章之各國立法例，以及本章美國聯邦草案或各州立法，甚至於我

國的人工生殖法草案，就或多或少出現此種立法定義之問題，而至少可以分為以

下幾點說明： (一) 使用「基因完全相同」一詞。此忽略 mtDNA 之不同，本文

已多次強調。 (二) 使用「體細胞」一詞。又可分為： (1) 未將之定義者，認為
體細胞即為生殖細胞以外之細胞。例如我國草案在第三條第三款定義生殖細胞為

「精子及卵子」，認為體細胞即為精卵以外之其他細胞。然而新生人類個體在早

期的前胚胎發育階段，根本沒有生殖細胞與體細胞之分，故供核細胞如係來自這

些胚胎中未分化的細胞，則就不是所謂的體細胞，結果也不在禁止之列。 (2) 將
之定義者，此又可以分為使用「成熟」 (mature) 與「雙套」 (diploid) 等問題。
使用「成熟」者，通常將體細胞描述為已分化、最終且具有功能之細胞；但是例

如以人體皮膚幹細胞作為供核細胞，其就不符合「成熟」之定義，因為其顯然尚

未成為最終形態。使用「雙套」者，通常會認為體細胞為具有完整一套或一組、

四十六條染色體的細胞，並且認為雙套係單套 (haploid) 之相對；但是人體內每
天發生無數次的有絲分裂中的細胞，具有的就是九十二條染色體，而又例如唐氏

症患者之細胞，所具有的就是四十七條染色體，係所謂的非整倍體 (aneuploid) ，
這些都不符合「雙套」之定義240。 (三) 使用「卵細胞」一詞。此忽略卵原細胞、

卵母細胞與卵細胞是有差別的，而桃莉使用者乃卵母細胞，此本文亦有提及。 (四) 
其他使用「培養」 (cultivate) 、「受精」 (fertilize) 等詞。前者是為了表明與傳

統生殖方式的不同，但人類有可能在培養皿中「培養」出來嗎？後者是有些定義

將無性複製與受精連結，並將受精後之胚胎描述為「單一細胞核」，忽略了傳統

有性生殖於受精之初就是兩個原核 (pronuclei) 及六十九條染色體，於胚胎分裂

為兩個細胞時才會各自形成單一細胞核241，以及無性複製與傳統受精也不盡相同

之事實。 
 
這些立法定義不但無法禁止其所欲禁止之 SCNT，而且也無法跟得上生殖或

生命科技的發展。以我國九十二年的草案之定義為例，其也無法規範到以體細胞

或幹細胞分化為精卵後，再使之結合形成胚胎的情形242。此外，與分子生物學相

對新興的合成生物學逐日起飛，未來以人工鹼基字母所合成的染色體「組裝生命」

                                                 
240 Greely, supra note 33, at 139-43. 
241 精子遭遇卵母細胞之初，卵母細胞尚具有 46條染色體，其會因精子之刺激而繼續完成減數分

裂，才變成具有 23條染色體。之後精與卵所具有之遺傳物質，會分別形成原核併排在細胞質

中，並且各自複製。要到受精卵分裂為 2個細胞時，4個原核才會以來自父母配成 1對之方式，
分別進入這 2個細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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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0-64，究竟 (2000)。並參 DAVID 
BAINBRIDGE著，林丹卉、楊育明譯，《體內小訪客：性、懷孕、分娩的生命奧秘》，頁 8-12，
商周 (2002)。 

242 或者起草者認為此種情形，不會「使人之存在價值及尊嚴淪喪，造成社會倫常秩序之崩解」，

故毋庸禁止？自體取出 2個體細胞分別分化為精卵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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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生命 2.0 版」可能出現243，立法定義更是難以因應此種「進步」。與生殖或

生命科技有關之爭議，在可預見的將來根本不會停歇，墮胎問題就是明顯的例

子。立法過程中誠然也有思辯與討論效益，但是也有論者指出憲法保障之基本權

利，特別是少數者之基本權利，容易化約為政治利益而犧牲，此在內閣制議會至

上的國家尤其如此244。然而如無性生殖如此根本而具有「重要性」之事務，在法

律保留與重要性理論之下，不透過法律規定更是不可想像。本文以為我們該做的

不是禁止，而是管制245。劃出界線區分合法非法、原則例外，並不是不可能，

在窮盡例外模式下，立法草案實有慎重考量在安全有效的前提下，在有可能的範

圍之內增設例外規定的必要。而在安全有效未確定前，基於此等理由而禁止，本

文以為的確有可能通過嚴格審查基準。但是以其他理由而剝奪極少數人唯一獲得

有基因關連子嗣的機會，則就可能有違憲之虞。鑑於此項技術尚未臻成熟，如果

要採取立法管制模式，本文支持採取「限時法」 (moratorium) 之立法。至於

限時法禁止之方式，鑑於治療性無性複製與胚胎幹細胞等研究息息相關，則可以

禁止「植入母體」即可，毋庸禁止使用所有與 SCNT有關之技術。 
 

而除立法管制之外246，本文以為也必須考量「行政管制」模式247。因為立

法管制上，採取如同加州立法授權主管機關隨時修正定義之作法固然值得考量，

但是前提也必須有一個專業專責的行政機關才有可能。前述美國乃是在既有機關

FDA之外，另設 NBAC與 PCBE 兩個不具有執行實權的諮詢研究機構。而外國

立法例中，日本有系統地將生技管理區分為「複製技術研究」、「胚胎幹細胞研究」

與「基因研究」三大領域，令人印象深刻。而如同加拿大的「皇家委員會」專司

新興生殖科技，或者英國的「人類受精與胚胎局」管制人類胚胎利用與創造，都

是專責有實權的管理機關。故在行政管制模式上，至少要解決兩項互不衝突的問

題： (一) 利用既有機關或創設新機關？ (二) 諮詢研究機關或執行實權機關？

                                                 
243 合成生物學為新興領域，有 3大目標： (1) 藉由建構生命來了解生命，有別於以往拆解生命

的方式。 (2) 讓遺傳工程名副其實：這個學門就是藉由把先前的創作標準化，並與更新、更

複雜的系統結合，才能不斷進步。 (3) 持續開拓生命與機器的邊界，直到兩者出現交集，產

生真正可由程式控制的生物。而在 1989 年科學家就已在 ATGC之外合成另外 2種的人工遺傳
字母，人工染色體也一直在研究，故以組裝方式之生命 2.0版取代以往自然產生的 1.0版即有
可能，而會否應用於人類身上也值得觀察。參 W. Wayt Gibbs著，李千毅譯，〈組裝生命〉，載

於《科學人》第 28期，頁 87-94 (2004/6)。 
244 Cf. LAURENCE H. TRIBE, AMERICAN CONSTITUTIONAL LAW 1351-52 (2nd ed. 1988). 
245 FRANCIS FUKUYAMA著，杜默譯，同前註 239，頁 257-59。 
246 我國文獻亦有指出「人工生殖法」草案至多僅能規範醫療行為，而不及於研究行為，因此單

以複製技術而言，一部人工生殖法絕對不足。而草創中之「基因科技安全管制法」，對於胚胎

幹細胞、基因組的解析、治療與改造等研究，亦無法規範。至於「胚胎幹細胞研究的倫理規範」

亦非法律或授權命令，其實效性更是有待觀察。因此，立法管制模式除緩不濟急之外，亦有政

出多門之嫌。參鄧曉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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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 〉，載於《科技法律透析》第 14卷第 9期，頁 38-41 (2002/9)。 

247 論者也有討論法律設置同性戀例外之可能，但是認為立法定義難以精確描述原則禁止、例外

許可之狀況，故建議採取行政管制，個案判斷 (case by case) 之方式為之。See David Orentlicher, 
Beyond Cloning: Expanding Reproductive Options for Same-Sex Couples, 66 Brooklyn L. Rev. 651, 
675-79 (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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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於該機關之組織與權責法制基礎，必須基於法律保留原則為之，或亦可以行政

保留理論為據，本文則附帶簡略說明。 

 

按我國有關人工生殖部分乃由衛生署及其人工生殖技術諮詢委員會負責執

行及諮詢，但是其他中研院、衛生署所轄之財團法人國衛院等等，與生物科技之

研究也有關係，例如動物實驗或基因治療人體試驗等注意事項或守則，均由其起

草制定與發布。而已通過之「科學技術基本法」，目前以行政院國科會為主要的

管理機關，並且規定政府必須每二年提出「科學技術發展之遠景、策略及現況說

明」、每四年必須由行政院召開「全國科學技術會議」。待審中的「科技保護法」

草案第三條則明定以國科會為主管機關，並且規定事務如涉及其他目的事業主管

機關，如內政部、國防部、教育部、經濟部、交通部、衛生署、原子能委員會、

農業委員會等等者，則必須會商辦理；國科會內並應設科技保護審議委員會，審

議敏感科學專門技術項目。這些利用既有機關管制之方式，誠然在政府精簡與科

層減少之趨勢下，不失為謹慎之舉248。但是也有事權無法集中，因而政出多門之

憂。事實上，創設新的單一專責機關，以因應即將到來的生技革命，可能是有必

要的249。 
 
至於執行實權機關當然也是需要，按生技研究在我國除公部門之外，私人公

司更是前仆後繼地成立。若管制機關僅有研究諮詢權限，公部門研究機構尚可透

過預算等機制管制，但私部門無此機制之下，豈不是任其競利相逐？以近來熱門

的臍帶血為例，在尚未合法的情況下，市面上即出現多家營利性之「臍帶血銀行」
250，而衛生署遲至民國九十一年才制定發布「臍帶血收集及處理作業規範」251供

                                                 
248 論者就美國之狀況，也有主張調整既有機制之方式 (adjustments to existing regulatory 

mechanisms) ，以管制與監督生殖性無性複製。其主要由 4個方面為之： (1) 科學監督 (science 
oversight) 。認為可建立或利用類似管制重組 DNA的 RAC部門，來監督與無性複製有關之研

究。 (2) 產品與過程 (product and process) 。修正聯邦食品藥物暨化妝品法等法規，以增強 FDA
管制之權限。 (3) 思辯論壇 (deliberative forum) 。認為 NBAC與 PCBE等機構，提供討論與

研究之論壇，故仍應維持。 (4) 搶得先機 (preemptive thinking) 。在欠缺遵循守則時，無疑是
要婦產科醫師來判斷可否應患者要求施行生殖性無性複製，故應搶先制定暫時性規範以供參

考。See BONNICKSEN, supra note 91, at 183-92. 
249 FRANCIS FUKUYAMA著，杜默譯，同前註 239，頁 262-66。其認為利用既有機關，就好像是在

民航業興起之際不另設民航局，而且還想以負責管理卡車業之機關來管理。並且基於以下 2
點，認為應創設新的執行實權機關： (1) 既有機關授權有限，雖然修正法律擴充授權可以考

量，但是已熟於既有業務之機關很難改變其組織文化，而且新興生技領域也需要新的班底。 (2) 
生技部分已由公費研究大量轉向民間產業，故把所有管理權限集中單一新機關，可以為整體生

技界提供一個比較統一的指引。 
250 劉承慶、劉承愚，〈人體組織應用於生物科技之管制法令與財產權〉，載於《月旦法學雜誌》

第 93期，頁 260-61 (2003/2)。 
251 由 91.1.18衛署醫字第 0910013376號公告，參：http://www.doh.gov.tw/ufile/Doc/臍帶血收集
及處理作業規範-公告版 2-定案.doc (2004/6/27造訪)。我國則在 2003 年 10月由長庚醫院開首
例完成非親屬間之臍帶血移植治療案例，加上 2004 年接連共完成 4 例，而其依規定均必須向

衛生署申請允許，醫院方面均多希望以這些成功案例，促使衛生署開放臍帶血專案申請。足見

關於臍帶血之規範，除收集處理外，在人體試驗與臨床治療上，也都需要更周密的規範。參〈臍

帶血移植成功 貧血病童重生〉、〈院方爭取專案開放 造福更多罕病患者〉，中國時報，焦點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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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遵循，但是具體的查察及其處罰規定仍然付之闕如。然而在另一方面，以研究

諮詢機構提供論壇式的思辯功能也是需要的。至於諮詢研究機構與實權執行機關

是否二合為一，則必須視情況而定。按美國 NBAC 或 PCBE 之所以立場較為超

然，與其不負責實際執行亦有關係；執行實權又兼研究諮詢，也容易讓人有球員

兼裁判之感覺。故在行政管制上如何設計，仍有待更宏觀的討論與彈性的思考。 
 
我國行政機關在組織上的法律保留程度，一直處於嚴格而荒謬的狀況，中央

法規標準法第五條第三款之規定，使國家機關不論層級高低與任務性質，均必須

有組織法後方能設立。然而行政事務原本性質上就較為機動多元，欲個個機關都

要有組織法才設立，就常產生緩不濟急之問題，此尤其在生物科技領域更是明

顯。職是之故，憲法增修條文第三條第三及四項就提供組織鬆綁的依據，我國也

研擬「中央政府機關組織基準法」與「中央政府機關總員額法」草案多年，與生

物科技有關之行政管制手段未嘗不能由此獲得解決之道。基於權力分立、五權分

治與平等相維的思考下，行政部門在組織形成上的權限本就有建立「行政保留」

理論之可能252，此在總統制國家之下更是擁有此等空間253。故在生技領域建立具

有執行實權與諮商功能之獨立機關，其並且必須具有隨時因應科技發展而修改法

規之「準立法權限」，同時也可能必須具有個案審查判斷及例外允准之「準司法

權限」，就屬當務之急。 
 

                                                                                                                                            
聞 (2004/7/10)。這些都屬異體組織配對之臍帶血，並非新生兒於出生時所保存之本人臍帶血。

目前台灣共有 3家公益的臍帶血銀行，而私人營利性質者則不計其數。臍帶血保存 20-25 年而

約需 6-10萬元，但未來新生兒長大後是否真能受惠仍有疑慮，據估計會「派上用場」的機率

僅約幾萬分之一，參龐中培，〈你需要保存臍帶血嗎？〉，載於《科學人》第 29期，頁 47-49 
(2004/7)。 

252 參廖元豪，〈論我國憲法上之「行政保留」－以行政、立法兩權關係為中心〉，載於《東吳法

律學報》第 12卷第 1期，頁 34-36 (2000/2)。並參康立平，《論行政保留》，頁 103-09，輔大法
研所碩士論文 (1995)。 

253 最饒富趣味的乃是政府體制與行政「固有」 (inherent) 權限之關係。我國論者在述及職權命

令之合憲性時，認為「行政部門可擁有多少立法權，和政府體制類型不全然有關」，推衍而言，

亦可認行政保留範圍之有無，與政府體制亦不全然相關，與本文之初步想法並不相同，值得注

意。此外，行政部門當中擁有多少自主的「立法權」與「組織權」，還有此兩者的消長關係，

也與行政保留問題有關。論者曾提出行政部門以組織權限的犧牲，而換取在立法權限上的自

主，亟求為職權命令之合憲性提供依據，認為此為「我國憲政發展出來的一種權力交易」。但

是基於行政法院認為職權命令至少要以組織法為據，故歸類上仍屬「傳來立法權」；再加上增

修條文第 3條第 3及 4項之規定，使行政組織獲得「保留」，但「收之桑榆，卻失之東隅」，職

權命令「頓失所依」。故認行政部門難以建立自主立法權，並從而開脫職權命令之合憲性問題。

實則如真要為職權命令尋求合憲性，由上而下以憲法建立行政「固有」權限，再以之為自主立

法權與組織權之依據，即可能獲致解決；至於組織法存在之限制，未嘗不能視為行政組織自主

權下，基於任務而僅能下達與其任務有關之職權命令，從而即屬一種自主組織權限下所擁有的

內在職權限制，未必非要以「傳來」而建立職權命令之合憲性。簡單地說，本文以為由憲法建

立行政部門擁有自主組織權限，在立論上是有可能的，並且以為此和政府體制應有關係；而在

擁有自主組織權限後，即有可能再建立依附於其下的自主立法權限。當然這並不代表此即可完

美無缺地解決職權命令之問題，有關者仍然需要更多的討論與研究，附帶說明於此。請參蘇永

欽，〈職權命令的合憲性問題－地方自治是否創造了特別的合憲存在基礎－〉，載於《台灣本土

法學雜誌》第 11期，頁 110-12 (20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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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確單單就生殖性無性複製，由衛生署以人工生殖法草案執行就足夠，而討

論研究與對話思辯的機制，在我國可能主要就是由國科會為之。不過以更廣的角

度觀之，在電腦科技與生物科技攸關國家下一世紀的競爭力時，成立一個所謂的

「科技部」，下轄電腦科技與生物科技等科技有關部門，也不是不能考慮的作法
254。在生物科技方面，除可設研究諮詢部門，定期就所有牽涉之生物科技倫理法

律社會議題提出報告之外，並可另轄管制執行部門，以類似於公平交易委員會之

方式運作。不論如何，本文以為「彈性的行政管制模式」是有必要的。我國行

政院之科技顧問組與各部會副首長有組成「生物技術產業指導小組」，以及再與

經濟部、工業局、農委會、教育部與國科會等組成「生物技術產業執行小組」，

共同落實關於生技產業應成立跨部會小組之決議，然而畢竟仍屬內部單位或非正

式組織，於生技管制上並不利長遠發展255。故學者草擬之「基因科技安全管制法」

就擬設置「生物安全審議委員會」，除負責相關規定之執行外，亦有義務公布「基

因科技發展年度報告」256，但是否足以獨自擔綱「演出」，一併以之為複製技術，

甚至於胚胎幹細胞研究之行政管制機關，仍然有待更進一步的研究與討論。復依

民國九十三年六月二十三日公布施行之「中央行政機關組織基準法」規定，一級

機關的行政院與其所屬之二三級機關與獨立機關，組織均必須以法律定之，僅有

四級機關可以命令定之 (第二至四條) ，因此不論是行政院轄下之生技管制部會 

(如科技部) ，或是獨立委員會 (如生物安全審議委員會) ，仍然需要組織法存在
始可設立；並且基於政府組織精簡再造之思維，該法又明定行政院部之總數以十

三個為限 (第二十九條) ，故似乎未來比較可能之作法，即為成立生技之獨立管

制委員會257。 
 
綜合上述，在立法方面基於安全理由而以限時法禁止，俟安全有效確認後再

予個人舉證已窮盡而例外開放，也能符合憲法保障生殖自由之意旨258。在行政方

                                                 
254 中國大陸也是在相當於我國衛生署的「衛生部」外，另外設置「科技部」。 
255 鄧曉芳，同前註 246，頁 37-38。 
256 參蔡宗珍，〈「基因科技安全管制法」草案總說明〉，載於《生物科技與法律研究通訊》第 11
期，頁 16-18 (2001/7)。 

257 「中央行政機關組織基準法」應即係取代研擬多時之「中央政府機關組織基準法」的規定，

該法就行政院部之總數明定以 13個為限，但是就獨立機關則未限定。行政院並且依該法第 35
條之規定，應在公布施行 3個月內，「檢討調整行政院組織法及行政院功能業務與組織調整暫

行條例」，並送立法院審議。故未來究竟實際上有幾個部會，有哪些部會，仍然不得而知，必

須俟行政院組織法修正草案提出方知，但想必大抵不脫現行既有之機關，並不太可能再增設新

機關。依報載，其將由現行 35個部會，大幅瘦身為 22個部會，包括 13個部、4個委員會及 5
個獨立機關 (獨立機關依同法第 6條亦稱為委員會，但稱委員會者可能為獨立機關或二級機

關) ，而仍在立法院審議的「中央政府機關總員額法草案」，則匡列員額 200500人的上限，與
現行 194597相去不遠，均足證本文所建議之「科技部」係不太可能實現。參〈政院瘦身 縮為
13部 4會 5機關〉，中國時報，政治新聞 (2004/7/17)。 

258 所有的管制手段當然都必須注意到基本權利的維護，我國人工生殖法草案亦然。生殖性無性

複製雖然奇特而為一般通念所不能接受，但是在安全有效的前提下，禁止這些少數人使用能夠

通過憲法檢驗嗎？科予刑罰不違反憲法要求嗎？雖然多數意見與立法例均一致地認為應該禁

止，但是在細節與例外上仍有不同設計。況且，一致也不等於正義 (unanimity of public opinion 
does not equate to justice) ，不是嗎？See KUNICH, supra note 118, at 149-50. 另外對於生殖性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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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基於生技的變動快速而以彈性手段管制，或者在法律授權之下，使執行實權機

關擁有個案例外允許權限；以及基於大眾對生殖性無性複製之誤解，以及諸多倫

理、社會與法律問題仍有待釐清與討論，由諮詢研究機構廣泛針對相關議題予以

討論報告，是為本文所建議與支持。自一九九七年桃莉問世迄今，針對無性複製

之文獻討論車載斗量，恐怕其創造者 Wilmut 與 Campbell 也始料未及。Wilmut
與 Campbell 當初在研究體細胞是否能回復到全能狀態時，一定也沒有想到無性

複製會引起這麼多的爭辯，以及誘發這麼多的行政與立法行動。這正應驗紅樓夢

裡所說的一句話：「欲潔何曾潔」259。單單一隻桃莉羊，對於普羅大眾的影響與

衝擊就是如此地大，更不要說是如果其他與基因改造有關之科技應用到人類身上

的將來。因此，本文以為對於生物科技，更宏觀的管制手段是必要的，但是絕對

不是禁止；創造一個合理的監督機制是必要的，然而也絕對不是全盤封殺。結合

行政與立法之手段，並且在符合憲法保障基本人權的要求下，才有可能適當且合

理地管制生殖性複製。 

                                                                                                                                            
性複製持反對意見的學者，在就與基因資訊有關之政策形成上，於medical model與 public health 
model之外，也是建議採取 fundamental rights model，更足見生物科技領域之政策形成與管制

模式，必須注意基本權利之維護。See Lori B. Andrews, A Conceptual Framework for Genetic 
Policy: Comparing the Medical, Public Health, and Fundamental Rights Models, 79 Wash. U.L.Q. 
221, 282-85 (2001). 

259 語出清朝曹雪芹，《紅樓夢》，頁 92，桂冠 (2001)。原文為：「欲潔何曾潔，云空未必空；可
憐金玉質，終陷淖泥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