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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結論 

 
論語先進第十一稱：「未知生，焉知死？」1，生命的誕生讓種族延續、讓個

人不朽，生命的奧秘讓我們嘆服、讓自然運轉。追溯起源、向後繁衍，本就是人

類原始的願望與基本的需求。 

 

藉由生物科技中的複製技術，本文探討其與憲法保障生殖自由之關係。整個

問題點，可以很簡單地歸納為一句話，即「無性生殖受憲法生殖自由保障嗎？」。

憲法在新興生物科技中，所遭受到問題與困難越來越多。立憲當初的基本人權，

在歷經日新月異的科技進展並帶動社會變遷後，作為立憲基礎而以人性尊嚴為最

高原則，並衍生出個人自由、平等權及其他基本人權，也應該有不同的認識與理

解2。而自孟德爾開遺傳學之始，以及醫藥學的進步，還有雙螺旋結構後的分子

生物學，我們是越來越「健康」與長壽，生命奧秘也隨之不斷被解開。但是我們

不禁也會要問：人類將會往哪裡去？而又應該往哪裡去？我們對於不了解的事

物，總是出於直覺而預斷與想像。這樣的反應，其實與我們對生物科技快速的發

展，因而所產生的恐懼感有關。當看到生物學教科書上的圖片與敘述時，我們可

能還會驚訝於它們的絢爛奧妙；當接觸充滿儀器與電腦的定序中心時，我們可能

還會震懾於它們的尖端先進；但是當走進瓶瓶罐罐與小白老鼠林立的實驗室時，

我們可能就會開始感到一絲絲的不忍與畏懼。因為，我們不知道他們在做什麼，

我們不知道他們是把什麼加進什麼，而又是把什麼注射到老鼠之中。我們更擔

心，有一天，我們將會是那隻白老鼠3。 

 

作為本文楔子所介紹之 HGP，以及本文所介紹之無性複製，再加上幹細胞
之研究，未來生技對於醫藥、農業與社會發展的潛力不可限量，但是所引起的法

律爭議也一樣無法忖度。西方文化基礎的基督教與天主教，傳統都認為人體的每

個部位都是上帝的管轄範圍，但是隨著可以將精子的細胞核注入卵細胞內，上帝

的管轄權就僅僅只到細胞核表面。現在我們將生物科技運用到細胞核內，進而干

涉 DNA的組成與排列，上帝的管轄權實已蕩然無存。然而，究竟「人」的價值

                                                 
1 論語先進第十一篇第十一章：「季路問事鬼神。子曰：『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曰：『敢問死？』

曰：『未知生，焉知死？』」。吳紹志、吳逸凌注譯，《四書導讀》，頁 203，祥一 (1997 年再版)。 
2 蔡達智，《生命科技的發展對基本人權的影響》，頁 119-20，中興法研所碩士論文 (1997)。 
3 筆者曾至陽明大學生命科學系上過課，但是均僅止於紙上談兵的教科書式閱讀。然曾有機會進

入其「基因體研究中心」之「定序中心」中參觀。當時以一個門外漢的感覺而言，除了有看有

聽但不是甚懂之外，最大的感受，就是它們實在很先進，而且很「高科技」。而偶爾經過學生

與教授們均著白色袍服，手裡拿著筆者自高中以後，就再也沒有看過的燒瓶、試管與各式各樣

不知名劑料的實驗室時，心中泛起的問題與想法，往往就是「他們究竟在做什麼？」。因為不

知道與不了解，畏懼、疑惑、崇敬與謙卑等複雜的情感，就充斥胸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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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存在於核苷酸、鹼基與磷酸之內，還是存在於人體內億萬個細胞一起作用後所

產生的意識內4？基因或 DNA固然重要，但是也絕對不是「運命」唯一的決定因

素。無性複製給人的印象，就是認為基因相同，因此有害尊嚴、有違常情。這種

說法首先是忽略了粒線體 DNA的不同，以及不同的卵與子宮環境等等，都對新

生命的發育有著關鍵性的影響。即便是同一個媽媽所懷，在不同的時期內，她幽

暗的與胎兒互動之對話機制，也不是現今科學所能掌握與明瞭5。目前能確定的

就是的確具有差異，即便是基因組成完全相同的胚胎，在不同的時間內植入母

體，其就會因母體不同的狀況，而發育為不同的個體。其次，就算基因完全一樣，

個人所處環境與遭遇也絕不相同。以筆者為例，因遺傳之故，未屆三十即受禿頭

困擾，髮絲日益稀疏而僅能自娛娛人；則以筆者體細胞核移轉所產生之後代，其

當然也會受禿頭困擾。但是各代的治療方式不同，或許我用柔沛，他用植髮治療。

甚至於我們都可以用複製技術，複製出便宜且是自己的頭髮來植髮？他也未必會

和筆者一樣是無才補天之頑石，而且說不定他選擇「別來唸法律」，未屆而立之

年的日子平順快樂，所以禿頭也未早早就來報到。或者又例如美國國父是在今天

的台灣南部複製出生，砍的可能會是檳榔樹，被稱讚的可能是有環保觀念，而不

是誠實負責；至聖先師孔子的基因就算完整找到，並且在今日無性複製出生，不

但連論語也沒看過，可能連「論」都只會用電腦輸入6。故基因的確重要，但是

基因不等於一切，更不用把基因與尊嚴或獨一無二劃上等號7。 

 

「複製」礙於其用語，以及電影小說之描繪，總使人以為就等於 copy一詞，
甚至以為與孫悟空拔根毛、吹口氣，就可以變出好幾個分身一樣8。透過「2.1.1 三
個層次之複製－範圍問題」，應該可以很清楚地看到在生物學界對於 cloning一詞
的使用，至少就有分子、細胞與個體三個層次，當中僅有個體之層次，才有可能

應用至人類產生後代之上，也才是本文所針對之「複製」。除此之外，由「2.1.2 三
個面向之複製－用語問題」，也可見與複製有所牽涉之詞語具有行為活動、產物

                                                 
4 LEE M. SILVER著，李千毅、莊安祺譯，《複製之謎：性、遺傳和基因再造》，頁 256-60，時報 (1997)。 
5 即便發展出人造子宮，其對每個新生命有何不同影響，也難以掌握。人造子宮其實和代理孕母

有很大的關係，而更上位的思考，則是女性主義者認為唯有將女性由生殖的角色解放出來，才

有可能成功使男女「平等」。如同本文於生殖自由部分所述，男女在天生功能上的差異，使得

要建立一個男女平等的生殖自由平台較為困難，而再加上一般有生殖能力與不孕者之間的關

係，更難建立一個共通的平台。請參蘇麗華，〈《魔鬼二世》袋鼠男人不稀奇！〉，載於《生技

時代》第 10期，頁 82-84 (2002/8)。陳美華，〈物化或解放－女性主義者關於代理孕母的爭論〉，

載於《月旦法學雜誌》第 52期，頁 20-23 (1999/9)。 
6 參宋克義，〈如果孔夫子捐精〉，中國時報，論壇新聞 (2003/2/16)。 
7 例如我國就有學者認為「複製人之產生是人類育種之行為，為達到特定目的將人類手段化、道

具化」，因此有違人性尊嚴；然而，所謂的「特定目的」是什麼？為什麼「人類育種」就有違

人性尊嚴？不孕症者人工受精不也是「人類育種」嗎？又何必一定要把欲行無性生殖者一概污

名成「為達到特定目的」呢？請參曾淑瑜，《生命科學與法規範之調和》，頁 55，翰蘆 (2003)。 
8 這情節在西遊記中耳熟能詳，以大鬧天宮一段為例，即稱：「殺夠多時，大聖見天色將晚，即

拔毫毛一把，丟在口中，嚼碎了，噴將出去，叫聲『變！』就變出了千百個大聖，都使的是金

箍棒，打退了哪吒太子，戰敗了五個天王。」。參明朝吳承恩著，繆天華校注，《西遊記》，頁

58，三民 (2003 年 2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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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體與關係三個面向。當中本文主要探討者，乃為上一代有無權利以繁衍後代之

目的，從事此項行為或活動。至於複製後的產物實體以及與被複製者間之關係的

部分，其實涉及的也就是下一代複製人本身之基本權利，本文雖非於主軸論述，

但是約略亦可看出本文以為殊不必驚慌失措，因為其並不會像癌細胞一樣增生蔓

延。而在有更好的詞語之後，更不應直接以帶有負面意味的複製人指稱。當然此

部分所涉及的生命起點、生命權以及其他憲法問題，仍然有待更深入之討論與研

究，本文主要並非著墨於此。此外，由「2.2 動物複製技術之分類」，應可見複

製技術本身所包含之技術相當多元，桃莉所使用之技術正確之學名應為「體細胞

核移轉」 (SCNT) ，其與「複製」並不完全等義。至少除體細胞核移轉外，「胚

胎分割」亦是一種複製之技術9。職是之故，本文以為「複製」指稱之範圍較廣；

若單指「體細胞核移轉」，使用之中文應為「無性複製」，而對應之英文則即為

cloning一詞。 
 
無性複製技術在「2.3 動物複製技術之發展與現況」中，本文簡介其發展狀

況，而未來應用至人類身上，一般認為僅僅是時間問題。因此雷爾教派的宣稱雖

未必真實 (real or Rael?) 10，但是我們卻不能不對人類無性複製技術預先規範與

設想。其實無性複製單純地運用於生殖之上，問題還算單純。如果以另一作為楔

子的 Moore案來看，像人體細胞之法律地位，也是一個困難重重且爭議許多的問

題；更進一步地，生殖細胞與體細胞之法律地位相同嗎？在體細胞可為生殖之用

後，兩者法律性質是否會因此「混同」？還有 HGP 完成後，未來我們對於細胞

核內的基因更有操控之可能，連生殖細胞也不例外；憲法所保障的生殖自由是否

容許個人可以任意介入改變？怎麼樣的介入算是治療、算是為了下一代？限制或

禁止之法律又要如何尋求合憲性基礎？除生殖自由之「自由權」面向之外，其是

否「因應社會變化而發展成為多面向的權利」11？健保或其他社會福利制度，又

要如何看待與處理不斷推陳出新的生殖科技？生殖權除自由權之外，兼具受益權

之面向後的問題，其實也相當重要；而如果再配合上平等權的概念，相關的問題

就值得更多的討論與思辯。 
 
本文於「3.1 生殖性無性複製支持與反對」中，將各種主要之支持與反對理

由例示，並且指出許多的理由實與生殖自由或生殖權有所關係。當然，反對理由

中的商品化或製造生命等，其實說穿了，就是人性尊嚴的問題。人性尊嚴得否作

為單獨基本權利，以和不斷發展、有「蔑視」生命之虞的生物科技來對抗？或者

人性尊嚴僅能幫助生命權等，作為基本權利解釋與輔助之條款？此外，如果人類

的尊嚴如此重要，那其他有生命動植物的尊嚴呢？有沒有尊嚴，是以有無生命為

斷嗎？或者是以有無意識或意志為斷？我們因為害怕如果人性尊嚴以有無意識

                                                 
9 See HWA A. LIM, SEX IS GOOD, WHY CLONE? 169 (2004). 也因為如此，如果問「複製」是否涉及
精卵的受精過程，答案可以同時為 yes與 no，因為胚胎分割涉及，但體細胞核移轉則不涉及。 

10 Id. at 184-85. 
11 蘇永欽，〈試釋違憲〉，收於氏著，《違憲審查》，頁 6，學林 (1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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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斷，則仍然有生命現象的植物人或重度昏迷者，或者為生命起源的受精卵、胚

胎或胎兒等，將因此不受保護，而有可能被其他「人」強凌弱、眾暴寡。但是如

果以有無生命為斷，則其他的動植物，甚至於我們身上的任何一個「活的」細胞，

又該如何看待與界定？此問題單就人類來說，同時涵蓋了最奧秘難解的「生和死」

兩部分，自古以來就為每個人不斷思索。我們究竟從何而來？我們又究竟要往哪

裡而去？我是誰？活著又有什麼意義？百年之身 (生命) 要如何運用？立德立

言立功嗎？沒有憲法之前，我們思考這個問題；在有憲法之後，問題其實就變成

什麼是生命權？在封建專制時代，不止人和其他生命不平等，連人和人之間也不

平等；在民主時代之後，我們又要如何使有生命的每個人都平等且自主？除了自

由權、受益權之外，平等權對於生物科技又將如何因應？ 
 
撇開與法律有關之論述，複製是否觸犯了「人不能扮演上帝」 (play God) 的

禁忌？聖經「創世紀」第一章第二十六節說：「我們要照著我們的形象、按著我

們的樣式造人」。於是上帝按祂的樣子造亞當，再用亞當的肋骨造夏娃，我們這

樣複製人類是在愚弄造物主 (fool Mother Nature) 嗎？聖母瑪麗亞處女生耶穌，

耶穌莫非是史上第一個無性生殖所產生的人？宗教或道德力量係社會中穩定與

保守的一方，其對於任何違反自然的生物科技都持反對立場，就社會平和進步的

角度觀之，當然不應該貶抑折扣。但是宗教道德乃個人信仰與價值判斷，不應該

也不可以上綱為法律義務，此觀念一直為筆者所堅信。例如筆者不會認為墮胎是

件好事，因為畢竟失去了一個生命，對於當事人來說都是難以承受與忘懷的痛，

更為社會道德與倫理觀念所不習。但是這樣的道德感與責任感，仍不應成為法律

義務，夫妻間的感情更不應企求以法律維繫。在另一方面，宗教道德與科學研究

也有著緊張關係，十七世紀伽利略 (Galileo) 主張地球繞太陽轉，與天主教地球
為宇宙中心的教義相反，而被迫害的故事也為我們所熟悉12。因此於近代民族國

家興起，立憲主義蔚為風潮後，有關之爭議自然應儘量置於憲法架構下討論。當

然，什麼是 moral rights？與所謂的 legal rights又有何關係？法哲學又要如何與憲
法配合？這些極具爭議的問題，有可能脫離實體價值判斷，純從法律上建立解決

手段，並從而為司法審查標準之決定嗎13？這些更深層的問題，一樣也有待不同

的法律專業學者，以及與其他專業社群的持續對話，才有可能達成並形成適合我

們社會文化的共識。 
 
在「3.2 世界各國對於複製技術之態度」，本文轉引除美國之外的各國立法

                                                 
12 See, e.g., Elizabeth Price Foley, The Constitutional Implication of Human Cloning, 42 Ariz. L. Rev. 

647, 678 n.190 (2000).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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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9 (2004/5)。其稱：「又猥褻或色情性言論管制、同性戀結婚

是否應該容許、通姦罪的合憲爭議等類型案件的審查標準之所以難以決定或適用，其實根本就

是性道德的實體爭議價值爭議，而不只是法院能力的功能考量或最小侵害手段之類的空洞公式

所能完全解決的。離開實質價值的決定與論證，審查標準就如同司法消極或積極主義的爭論一

樣，只是空洞的對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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例。按我國屬繼受法系國家，比較法學研究成為從事專論與文章時所不可或缺

者，本文亦無法免俗。在此部分主要乃著重於介紹，而未深入分析比較，但是套

用於第五章對於立法模式之檢討，至少在立法用語上，或多或少都有著類似的問

題，亦即難以精確描述所欲規範者。本文未如傳統論文於起始章節界定名詞定

義，以及在論述過程中交替混合使用各種用語，某種程度上也是反映此種狀況；

然而透過相關之前後文脈絡，理解上尚不致因而有所困難。在「3.3 法律意義與

基本權利界定」中的三組進程，於「實驗試驗與醫療應用」中，其實真正困難的

問題，應該是在前面的動物實驗與人體試驗階段。因為如果某一項生殖技術已經

安全無虞至可臨床醫療應用的階段，則問題就會較為明確，會轉變成與既有方式

或者自然傳統方式之比較而已。然而如果不經過實驗試驗階段，也不可能進入醫

療應用階段。問題是，應該由誰決定其可以進入人體試驗，甚至於是醫療應用階

段？衛生署具有能力判斷嗎？是「適格」的管制機關嗎14？還有，許可與否之標

準與規定，應以法律規定嗎？或者以命令為之即可？而決定者應純由生醫專業者

組成，或者再納入法政背景，甚至於，要有全然外行的一般「老百姓」，就像代

理孕母之公民會議？此部分放在第二組的「基本權利與管制手段」進程中，其實

也一樣可以還原成研究自由、自主決定權、告知後同意與隱私權等憲法上之問

題。事實上，本文包括第三組進程「細胞胚胎與母體出生」在內，其實也是研究

範圍的再次限縮與確定。例如「提供細胞」進行體細胞核移轉，以及最末的「出

生為人」階段，由於其涉及其他憲法基本權利問題比重較多，本文因此僅能游擊

式地附註討論，而將火力轉而集中於生殖自由。 
 
透過「4.1 生殖權或生殖自由概述」，首先可以得知使用「生殖」而非「生

育」之目的，係在於與「養育自由」作一區分。雖說我們均會同意「生了就應該

要養」，法律也會以遺棄罪等方式來要求。但是一方面法律也允許父母親在生之

後，將孩子「過繼」給他人。另一方面，養的也未必就即為親生的，法律也保障

以收養方式來組成家庭。因此，本文以為生和養仍然有區別的可能及實益。其次，

生殖自由必須為憲法保障之重要性，我們當然可僅以人性尊嚴為內在價值而據。

因為依本文看法，各項基本權利乃為個人當然享有、所不可或缺之權利，故均係

以人性尊嚴為共通點。但是僅以人性尊嚴為理由，的確似乎有停止思辨並誤以為

解決紛爭的表面假象。因此由其他對於「人」亦有研究之學科，例如生物學與心

理學，來加強與輔助基本權利之重要性，一方面可解決單以人性尊嚴或白紙黑字

所可能產生之立論空洞化問題，另一方面也可開憲法與其他學科科際整合之門。

當然本文礙於篇幅，亦僅能點到為止。 
                                                 
14 例如筆者就曾聽及在生物領域夙負聲名的學者周成功氏，提及其欲以中藥藥材之基因定序以

及相關研究申請人體試驗，然而衛生署似乎係以不具實益等理由否准，而周氏即大嘆其欲結合

西方先進醫藥生物學，與具有我國歷史傳統的中醫中藥，使兩者合作為華人開創獨到領先醫療

領域之目的無法達成。筆者對此當然係屬外行，但是我們每個人日常生活中，都一定有且時常

服用中藥來進補或治病，周氏之想法也不能說毫無道理或實益。問題是，由誰決定？當政府不

斷鼓勵與設置生技產業與園區之時，大至政策方向，小至個別研究計畫，應該由誰決定？有限

的人力與經費應該如何分配？安全與效益又由誰來評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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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國憲法並無規定生殖自由或生殖權，而其在憲法上之基礎，究竟係依附於

婚姻家庭自由與隱私權之下，或者係直接以自主權等概念為依據？係單獨以第二

十二條為依據的「真正非列舉權」，或者係部分內容已在列舉權範圍之內，而僅

需以列舉條款再配合二十二條來補充確認的「半真正之未列舉權」15？此種依據

條款或基礎之討論並非沒有意義。持反正有保障就好，依據哪條並不重要的說

法，其實是忽略了第二十二條基本權利保障概括條款的功能與威力16。第二十二

條的適用理論與體系如果沒有精緻化與細密化，具有使用第二十二條權力的釋憲

者就可能恣意，高興時就說某某自由權利受憲法保障，依據正是第二十二條，不

高興時就說不受保障，而將二十二條「藏諸名山」。第二十二條在比較法上，於

美國就是屬 substantive due process條款之問題，本文雖非討論基本權利概括條款

之專文，但對此於「4.2.1 我國憲法上之生殖自由」中亦稍加著墨。同樣的條款
於德國基本法上，就是屬於第二條第一項所謂「一般人格自由」之規定17。然而

究竟美國法上的「深植於歷史與傳統」，與德國法上的「合憲秩序」，還有我國的

「不妨害社會秩序與公共利益」條歀，彼此之間有何異同與關係？怎樣的自由權

利在實質上已具基本權利品質18？恐怕都還有待學界與實務界更多深入的討論

與研究。 
 
事實上，不止在基本權利概括條款的理論上，為我國憲法學論述比較上屬於

大宗的兩國似乎有所差異，就連基本權利之功能或體系，美國與德國法也有不同

的發展方式，一個為強調各種憲法權利實質內涵的各論式，一個則為重視各種憲

法權利抽象共通體系的總論式。也因此美國法多不重視與發展抽象一致的體系，

而係直接進入個別憲法權利的理論；反之，德國式的基本權利理論在主觀公權利

之外，尚發展出客觀規範理論，而有制度性保障、國家保護義務與組織程序保障

功能等19。我國論者在述及生物科技背後之各種憲法上爭議，例如生命權、生殖

自由或人性尊嚴時，亦有主張德國憲法學上之「保護義務」，希冀成為墮胎等爭

議問題中未出生生命保護之依據。按「保護義務」在德國，乃源自於基本權利有

                                                 
15 參李震山，〈論憲法未列舉之自由權利之保障－司法院大法官相關解釋之評析〉，收於劉孔中、

陳新民編，《憲法解釋之理論與實務第三輯‧上冊》，頁 365-67，中研院中山所 (2002)。依氏
之見解，憲法沒有白紙黑字寫出來的自由權利可以分為： (1) 非真正之未列舉權。即指可由

已明文之規定推導而出的自由權利，例如可由第 11條言論自由推出接近使用媒體權利。 (2) 半
真正之未列舉權。即指一非列舉基本權利，一部分可由明文規定推導而出，但是另一部分則無

法，例如營業自由一部分可由工作權、財產權與遷徙自由推導而出，但是其他部分則無法由明

文規定得出。 (3) 真正之未列舉權。即完全無法由明文規定推導而出者，例如抵抗權、庇護

權與資訊自決權。沒有白紙黑字的憲法權利，在這 3種分類之下，分別不需要、兼以、單獨以

第 22條為依據。 
16 同上註，頁 371。 
17 德國基本法第 2條第 1項：「人人有自由發展其人格之權利，但以不侵害他人權利或違背合憲

秩序或道德律 (公序良俗) 者為限。」。 
18 參李震山，同前註 15，頁 385-92。 
19 參黃昭元，同前註 13，頁 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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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觀法規範功能面向，因此有一「客觀價值決定」，而後方導引出來「基本權對

第三人效力」與「基本權利保護義務」兩項概念20。基本法具有客觀價值秩序決

定之功能，與其第一條第三項「基本權係直接有效之法」，以及聯邦憲法法院判

決認為「基本法無意作為價值中立的秩序」，有密切關係。「保護義務」在德國雖

被接受，但是關於憲法上依據，以及內容範圍等，都仍存有許多爭議。即便光就

前後兩次墮胎案判決之意旨觀察，聯邦憲法法院之論證，亦受到德國學者質疑為

不一致。第一次墮胎案判決主要根據者為基本法第二條第二項21，輔以基本法第

一條第一項22；但是第二次墮胎案判決則顛倒過來，以人性尊嚴為主，而認其範

圍則由生命權詳予規定。德國學者也認為一方面援引基本權利的客觀法面向，他

方面又援引屬主觀權利的人性尊嚴，產生高度的不確定性與不明晰性23。而不論

是像德國法以人性尊嚴為單獨基本權利之想法，或者是像本文以為人性尊嚴宜作

為各基本權利解釋與輔助之看法，在具體案例中都自應優先以基本法第二條第二

項生命權保護為據。蓋人性尊嚴既為基本權利中的基本權利24，依法律適用之由

具體至抽象、下位至上位的原則而言，優先適用具體之生命權條款乃屬當然。而

若以人性尊嚴非單獨基本權利條款，則其更是僅有輔助解釋生命權之功能，而此

時當然亦同應以生命權條款為主要依據。 
 
此外，關於基本權利的體系與功能部分。按基本權利的原始功能在於防衛國

家公權力之侵害，此各國憲法皆然。惟誠如論者所指出的：「成文的憲法法典最

難完全表現為價值中立」25，因此無怪德國就其基本法的基本權利規定，發展出

除防衛以外的功能。然在人民以基本權利作為其主觀公權利，得據以向憲法法院

請求救濟以外，基本權利的其他功能究為何指，德國法亦無定論。我國學者與德

國法有淵源者，於論述基本權防衛以外功能時，體系亦不一致26。基本權利除主

                                                 
20 參李建良，〈基本權利理論體系之構成及其思考層次〉，收於氏著，《憲法理論與實踐 (一) 》，

頁 68-74，學林 (1999)。 
21 德國基本法第 2條第 2項：「任何人享有生命權及身體完整性之權利。」。 
22 德國基本法第 1條第 1項：「人性尊嚴不容侵犯。人性尊嚴之尊重與保護，乃是所有國家權力

之義務。」。 
23 參 Christian Starck著，李建良譯，〈基本權利之保護義務〉，載於《政大法學評論》第 58期，
頁 46-47 (1997/12)。並參李建良，〈基本權利與國家保護義務〉，收於李建良、簡資修編，《憲

法解釋之理論與實務第二輯》，頁 327-32，中研院中山所 (2000)。但請注意，氏仍認為此並不

衝突，因為「人性尊嚴乃憲法的最高價值⋯。如果基本權利編章的規定可以構成一種客觀的價

值秩序，那麼此一秩序的重心唯有人性尊嚴是賴。」。 
24 參法治斌、董保城，《憲法新論》，頁 156，作者自刊 (2003)。 
25 參吳庚，〈基本權的三重性質─兼評大法官關於基本權解釋的理論體系─〉，收於《司法院大

法官釋憲五十週年紀念論文集》，頁 27，司法院 (1998)。 
26 如吳庚氏，認為基本權除作為「主觀的權利」與「客觀的憲法規範」外，並認為「身分關係」

為主觀權利存在的前提，故應視為獨立的因素，而有「基本權的三重性質」，同上註，頁 14-17。
而李惠宗氏，其即將「防禦權功能」、「客觀法規範」以及「國家保護義務」併列，並認為基本

權保護義務係對前兩項功能的加強，參李惠宗，〈論宗教信仰自由及國家保護義務─評司法院

大法官釋字第四九O號解釋─〉，載於《台灣本土法學雜誌》第 5期，頁 50-59 (1999/12)。又
如許宗力氏，將基本權之功能分為五項：「防禦權功能」、「受益權功能」、「保護義務功能」、「程

序保障功能」及「制度保障功能」，參許宗力，〈基本權的功能與司法審查〉，收於氏著，《憲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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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的防衛功能外，具有其他的功能面向，本文亦不否認。但是其他功能之體系 (要
分幾個) 、名稱 (客觀價值秩序、客觀法規範等) 、範圍 (是否每個基本權都
有) 、性質 (是否賦予人民主觀的請求權利) 以及內涵與實踐 (如何具體化、司
法權如何介入、是否會抵觸權力分立原則) ，都不甚明確27。因此「保護義務」

概念能否移植於我國，本文認為恐容有再進一步思考的空間，故於論述當中即未

深入援引，而僅著重於最無爭議且必然具有的防禦功能部分，而此與本文在生殖

自由上，主要所比較者為美國憲法，故直接進入該基本權利，採取各論式的探討

亦有所關係。此外，本文就「自由」之看法，主要也是受到 John S. Mill所說：「一

個人的自由以不侵犯他人的自由為界」的影響。而這種自由主義下的概念，必然

也會再與「只有一個人的自由侵犯到他人自由時，國家才能介入而限制其自由」

有所關係28。細心的讀者亦可發現，本文通篇就生殖自由之限制的討論，甚少言

及我國憲法第二十三條之「所必要者」或者「比例原則」。按比例原則乃屬基本

權利限制是否合憲之單一審查標準，其主要乃是屬德國總論式的原則。而其是否

要如同釋字第四百七十六號審查目的？或者與我國第二十三條四項要求之關係

為何29？這些等等問題，本文均未深入探究，理由亦無他，蓋本文主要比較者乃

為美國法之故。這當然不是說美國法就一定對、就一定好，只不過此仍然亦有待

其他專論為文探討，而比較起德國式的抽象總論式論述，本文毋寧實質討論與介

紹生殖自由之保障範圍與內涵。 
 
職是之故，本文於「4.2.2 美國憲法上之生殖自由」，即介紹與生殖事務決定

有關之美國法院判決。而雖然其並無如本文於「4.3 生殖自由之類型」中，明顯

有區分為三個層次，但是至少可以簡單先區分為「與不生殖有關者」及「與要生

殖有關者」。按個人決定要生或不生，乃是屬於內心決定之層次，其與外在具體

從事之行為，應有區分之可能。例如個人決定不生時，可以單純地不為性行為，

即可以貫徹其內心決定。但是當個人決定要為性行為，同時又決定不生時，此時

                                                                                                                                            
與法治國行政》，頁 153-78，元照 (1999)。至於李建良氏，則將基本權利區分為「主觀權利之

功能」 (再細分為「防禦功能」、「給付功能」) 與「客觀規範之功能」；並於「客觀規範之功
能」下，再區分為「價值決定」、「制度性保障」與「國家權限之消極規範」；而「價值決定」

下，才有所謂「第三人效力」與「保護義務」兩者，參李建良，同前註 20，頁 73之表。 
27 以保護義務是否賦予人民主觀的請求權利 (向憲法法院提起憲法訴願) 而言，李惠宗氏就稱

「承認國家對基本權有保護義務，此種保護義務亦屬人民可訴訟的個人請求權」，但後文又稱

「吾人尚無法從基本權導出人民有請求立法的權利」，似有矛盾。許宗力氏則明白認為基本權

的保護功能，固課予國家採取保護措施的義務，「但從基本權本身的權利性質著眼」，自應肯定

基本權主體擁有相對應的請求國家採取保護措施的權利。李建良氏則認為此一問題「與其說是

保護義務的主觀化是否會倒置基本權利的功能，毋寧是保護義務 (可司法性) 的範圍如
何？」，並小結認為德國學說尚無定論，但「基本權利保護義務的主觀性質，並非獨立於基本

權利主觀面向之外，另成體系，而是『補強』基本權利的主觀功能，故基本權利保護義務的主

觀化者，與其說是提起憲法訴願之基礎，毋寧是提起憲法訴願的一種『論據方法』而已。」，

其即似採否定說。參李惠宗，同前註 26，頁 54。許宗力，同前註 26，頁 168。李建良，同前

註 23，頁 344及 356。 
28 參黃昭元，同前註 13，頁 91。 
29 同上註，頁 56、12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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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可能必須考量各種避孕，甚至於是人工流產的方式，來具體從事在不生決定之

下的外在行為。在各種不生殖的方式中，最為明顯的就是例如 Griswold 案保障
使用避孕藥之自由，以及國家無權強制要求婦女，必定要使用特定墮胎方式的

Danforth 案、Thornburgh案與 Carhart等案。當然這是建立在承認婦女有墮胎權

的前提之下，而對此我國文獻探討亦甚豐碩。在各種不同的不生殖方式中，是否

也有可能形成光譜式的排列，還有就是各種方式之間的關係為何，恐怕也是一個

值得思考與研究的問題。至於要生殖之自由，最為典型者，則為 Skinner案與其
他聯邦下級法院及州法院針對人工生殖之判決。 

 
「是否生殖」、「如何 (不) 生殖」與「 (不) 生殖什麼」的三個層次，均屬

個人對於與生殖有關事務自主決定之權利。但是是否三個層次均受憲法相同之保

障？或者說三個層次是否均屬憲法保障之基本權利？依照本文相關論證之脈

絡，三個層次受憲法保障之密度，顯然是層層遞減而形成類似於倒三角之分佈狀

況。三個層次的區分或許粗淺，但是國外學者所提出的四幅面向或六種決定，也

並非不能約略以此三個層次代表。例如四幅面向中的「避免生殖」與「協助生殖」，

其實也就是本文所稱之第二層次；「性質控制」則當然即屬第三層次之問題。至

於所謂的「非生殖用途」，嚴格而言應與生殖無關，而比較接近於人體組織利用

以及身體權等問題，有類似於 Moore案之性質與味道。又例如六種決定中的「與

誰」或「何時」，某種意義上與是否生殖也非常類似，因為當個人無法自主決定

與某對象、或在某時點上要生或不生，其自我決定是否生殖的空間亦受到侵害；

而「生幾個」之決定，也似乎一樣可用是否生殖概括之。而「是否要有基因關連」

與「條件與狀況之選擇」，本文則是用來界定生殖自由之個人性與各種方式之核

心，此自不待言。 
 
我們當中大部分的人在獲得「自己的」兒女上，沒有顯著的困難障礙。但是

自古以來，仍然有些許的人有膝下荒涼之嘆，否則又怎麼會有「伯道之憂」之諺？

舊時代當中，「肚子不爭氣」，就成了女性最大的夢魘，因為丈夫即可以此為由來

休妻、納妾；而即便在現今，不孕症也造就許多婦女精神上的焦慮與疾病30。琦

君所著的「橘子紅了」，描寫的是令人心痛的故事，無力為夫生育的妻子，為了

抓回丈夫的心，不惜為之納妾，然丈夫僅在橘子紅了之時採擷一番，最終導致悲

劇的發生31。鹿橋在「未央歌」裡，藉由各人物串聯句子說故事，也說過「個體

                                                 
30 根據三軍總醫院針對我國 22至 45歲的不孕婦女所做的精神狀態調查發現，有 25%的不孕婦

女有焦慮症，是正常女性的 8倍；另有 17%的不孕婦女患有憂鬱症，是正常女性的 2至 3倍；
也有 10%的不孕婦女長期情緒低落，持續 2至 3 年。此種類似影集「慾望城市」中的夏綠蒂為

了求子焦慮抓狂，甚至賠上婚姻；以及日本皇室苦於沒有男嗣，使太子妃雅子抑鬱成疾的情況，

在現今依舊俯拾可掬。參〈三總調查 不孕症 好焦慮 好憂鬱〉，聯合報，醫藥新聞 (2004/7/30)。 
31 此係作者將真實故事改寫，文中也提到「不孝有三，無後為大」。大媽無法為大伯生育，大伯

離走在外討了個交際花的二房，大媽在鄉下為挽回丈夫的心，遂為他再納一妾，使她「一個千

依百順的婦人，命運都繫在生不生孩子上面」。丈夫雖回鄉，但僅匆匆圓房後又離去，留下大

媽與該女子獨待臨盆。然寂寞不慎之際，廟裡求來的「磁娃娃竟然斷成兩截」，該女子小產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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終久都是死的。我們只有在種族的繁盛裏可以見到長生艸的影子。」32，可見生

殖、基因、傳承與長生等概念是在一起的，故自應以有基因關連為生殖方式自由

之核心。論者可能會謂基因既然不是決定有無尊嚴，也不是判定是否獨一無二的

要素，為何在生殖自由方式選擇之中，又躍居成為界定核心的標準？本文以為上

一代在延續種族血脈時，基因是屬於重要的要素，但是下一代在面對未來無知

時，基因則就不應該是唯一的要素了。白話一點說，父母親在看小孩時，是否與

自己血脈相承、是否是「自己的」小孩，是有差別且重要的；但是在孩子往上看

父母親與往下看未來時，就不應該認為基因、遺傳是決定自己有無尊嚴、會否成

功的要素。孩子的未來要靠自己，不能一切唯基因是賴。主張下一代有獨一無二

基因組成的權利，因此上一代有給予其如此的義務，會不會使得我們的下一代失

去開疆闢土的精神，而將一切都繫諸於自己的基因？況且，如果下一代有這種權

利，那上一代是否更負改進、賦予其更優良基因的義務？因此簡單地說，對於上

一代來說，孩子是否與他或她流著同樣的血脈是重要的，至於這個血脈究竟有多

少比例和他或她一樣，是否與他人有所差別，是否比別人好，就不是上一代的權

利義務了。套句俗話說，父母親無法一輩子照料孩子，孩子有自己的未來，雖然

希望他們比我們更好，但是也只是希望，不是權利，更不是義務。 
 
而與本文主題生殖性複製最為相關者，即屬第二層次之生殖方式的自由選擇

權利。生殖之目的在於繁衍後代，故能獲得「自己的」後代之方式，即應受到生

殖自由之保障。各種不同獲得子嗣方式之中，本文採取生物本能、基因傳遞之概

念，認為獲致與自己有基因關連之子嗣的方式，位居生殖自由之核心。故所謂「自

己的」，即指與自己有基因關連之生物意義之謂。至於以「他人的」小孩為自己

子嗣之自由權利，可歸於收養自由或其他組成家庭之權利，殊不必與「生殖」之

原始意義混為一談。至於性行為、人工生殖與無性生殖，三種不同的生殖方式，

在不同的標準下，就會有不同之分類結果。本文以為「是否需要輔助」為第一區

分，而「有性或無性」則為第二區分標準。在此之下，性行為之方式可先鞏固生

殖自由之核心地位，蓋原本人類即可自行「體內受精」，無須任何輔助。除性行

為之外，其他需要醫師輔助形成胚胎者為一類；但在第二區分標準之下，又以人

工生殖較無性生殖接近核心。各種不同的生殖方式，即可依此而形成「蘋果、柳

丁與橘子」之層級化區分，此於「5.3 生殖性複製與生殖自由」當中亦有說明。 
 
生殖之目的在於獲得子嗣，故如個人有他法生殖繁衍，禁止某種生殖方式為

個人接近使用，從生殖自由的角度來看，此種方式之限制原則上應屬合憲。有性

生殖與無性生殖皆為個人傳遞基因予下一代之方式，但是難以想像禁止使用有性

生殖，使個人僅有無性生殖之方式可供使用時亦為合憲。有性生殖當中有以性行

為之方式為之，亦有其他以體外受精為基礎所衍生之各種人工生殖方式；在這當

                                                                                                                                            
即香消玉殞。琦君，〈橘子紅了〉，收於氏著，《橘子紅了》，頁 38、64及 80，洪範 (1991)。 

32 鹿橋，《未央歌》，頁 240，臺灣商務 (1989 年 43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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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一樣也不可能認為禁止以性行為方式繁衍後代，間接要求個人均無分軒輊須

以人工生殖來獲得子嗣亦為合憲。因此生殖方式之使用與禁止，實具有「替代性」

之概念；亦即如個人擁有較為核心之方式可供使用時，以具體理由禁止其他方式

就可通過憲法之檢驗。依此，本文淺以「例外窮盡模式」為生殖方式自由之論證，

認為個人在已窮盡核心、傳統之生殖方式而仍未竟其功時，即有主張使用人工生

殖，乃至於無性生殖之權利。然而，任何權利均非絕對，生殖自由亦然。生殖繁

衍下一代，自然也應負擔起「甜蜜的負荷」，不但應盡力養育，更應出於天性地

儘量使兒女身體健康。故如某種生殖方式有危害下一代之生命健康時，個人即無

權執意不計代價、不問結果地生殖繁衍。 
 
在這樣的論證下，本文以為禁止核心之生殖方式，有干涉生殖自由之問題，

審查合憲性時應以嚴格審查為之，以與非核心之其他生殖自由面向區隔。在核心

方式受到干涉時，應探究個人是否仍有他種方式獲得子嗣，以及他種方式是否較

個人原本、傳統所能行使者「不自然」，來決定禁止是否合乎憲法要求。不孕症

者程度不一、種類繁多，但在窮盡各種方式後，在安全性之前提下，個人應有權

再接近使用其他方式，而不論此種方式有多違彝倫，蓋千夫所指也不能正當化禁

止個人安全有效地獲得自己的子嗣。在這種情形下，極少數之人，尤以無法產生

任何精卵者33，即有權主張使用無性複製。而此與論者所謂「血親和姦」 (incest) 
亦不相同，蓋其禁止血親和姦之個人與特定對象以性行為等之方式繁衍後代，但

該行為人仍然具有他法以及其他眾多對象可資「運用」，情形與不得已而使用無

性複製者並不相同。在例外窮盡模式下，可考慮由法律直接規定要件與情形，但

本文以為毋寧可以授權之方式，而交由行政機關個案判斷決定。 
 
本文於「5.1 行政管制模式」中，介紹美國 FDA 欲以既有之食品藥物管理

法管制複製技術所產生之問題，以及 NBAC 與 PCBE 先後兩個提出許多與生物

倫理有關報告之諮詢建議模式。此部分對於我國管制機關之選擇上，應該具有相

當意義，而當然又會再度連結到衛生署之功能與容量之上。在行政管制之中，本

文以為執行實權與諮詢建議機關均不可偏廢，這兩種機關當然未必要同一，但是

實權管制者則仍以單一為宜，否則就可能有政出多門之弊。研究實驗部分由國科

會為之，但是臨床醫療卻又歸衛生署負責管理，而是否制定專法禁止之會議又由

法務部召開34？如果真要完全禁止與杜絕「複製人」的出現，衛生署禁止各醫院

                                                 
33 據報載，隨工商都市發達，估計約有 10％至 15％的夫婦無法正常受孕，而且不孕比例日漸升

高。當中「精子洗滌法」，能治療輕微之不孕症。而無精症患者則可採「顯微注射」，以單一的

精蟲在顯微鏡下注射到卵子裡來達成受孕目的。但是此前提也必須仍然具有睪丸以及精蟲，若

是生殖器官與系統在胚胎時未正確發育，則就有可能連顯微注射亦無效用。參〈生殖科技 不
孕求子 科技現「生」機〉，中國時報，醫藥新聞 (2004/7/5)。究竟是何種程度之不孕症患者，

方能主張使用安全無虞的無性複製並不重要，因為據本文所主張，個人必須舉證其已窮盡，方

能符合例外。 
34 以筆者躬逢 2003與 2004 年兩屆生技大展之經驗而言，撇開商機無限、蓬勃林立的生技公司

不談，即便單就政府機關，就令筆者眼花撩亂，走迷宮之外，還搞不清楚彼此的關係。因此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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診所作為治療不孕症之用足夠嗎？研究機構可否基於好奇心而以複製技術「做

人」呢？這種生技所產生的類似問題，也會出現在例如基因隱私權的保障之上
35。按其他法學領域，例如勞工法，不管是要研究勞工安全衛生，或者是勞基法

與變形工時，甚至於是集體勞動法與勞動三權，大概只要到勞委會一趟，就可以

找到相當豐富的官方資料。而為什麼在生物科技法律領域，卻變成如此晦暗不明

呢？因此諮詢建議機關或許可以自外於實權管制者，以求立場的超然與獨立，但

是具執行實權之管制機關，本文以為似應以單一專責為宜。 
 

「5.2 立法管制模式」中，闡述與臚列者均為美國法，而由這當中可以發現

針對生殖性複製，欲完全禁止之意圖相當明顯。但是如果在無性複製證實安全有

效後呢？這樣無分軒輊的禁令，是否經得起憲法的檢驗呢？故本文在立法管制模

式上，為因應在安全有效後應設例外規定以符合憲法要求，比較支持目前先以「限

時法」之方式禁止。然而更大膽地說，本文毋寧較為支持 (prefer) 「行政管制模

式」。行政部門比立法部門顯然擁有較多的機動性，其就類似於球場上的前鋒，

隨時須要準備快攻，而此種特性在變化多端的生物科技領域，又特別需要。若礙

於無立法授權有違法律保留原則之疑，立法制定規範也應儘量在授權明確性之要

求下，以概略性輔助大幅授權之方式，或是可定期檢討修正之法律的方式為之。

而此規範管制之法律應設例外允准之規定，其許可之要件除安全有效之大前提

外，其餘應可視情況由管制實權機關決定，諸如個人要如何舉證其已窮盡等等，

此部分當然又會再與行政法中程序之要求有關，諸如是否給予陳述意見之機會，

或者是否舉行聽證等等。而針對生物科技各項議題管制之法律，仍然宜一次解決

一個問題為限，若數法律彼此之間因而產生扞格衝突，也可漸進式地修正討論。

此種「分散漸進與行政主導」的管制模式，也為論者所提出，並實有可取之處36。 
 
我國人工生殖法草案禁止無性生殖，但是用語稍有瑕疵，且禁止之理由又係

基於「人之存在價值及尊嚴」與「社會倫常秩序」，與本文認為「安全性」方較

明確具有 compelling 利益之看法不同。按「人性尊嚴」誠為憲法基本權利最高指

導原則，但是本文以為在具體爭議當中，也不能唯「尊嚴」是賴，仍然應儘量實

證論辯地解決問題。胚胎之憲法上地位雖非本文主題，但在相關脈絡章節中，本

文也表達出「尊敬原則」37以及「界線劃定」的必要與可行性38。此外，無性複

                                                                                                                                            
乎一個有條理、有計畫的生技發展，是亟需且必要的。此外，於參觀 2004的 2隻如意時，也
正巧有位媽媽帶一個約 4至 5歲的小朋友，向工作人員問了幾個問題。她對於複製後的下一代

和本尊沒有完全一樣非常驚訝不解，並且也不知道仍然必須植入母體後方能出生，可見更多的

教育與宣導是必要的，否則大眾的印象均係植基於不正確的觀念之上。 
35 參林子儀，〈基因資訊與基因隱私權－從保障隱私權的觀點論基因資訊的利用與法的規制〉，

收於林子儀、蔡明誠編，《基因技術挑戰與法律回應：基因科技與法律研討會論文集》，台大科

法中心叢書 (1) ，頁 283-93，學林 (2003)。 
36 同上註，頁 293-94。其並稱：「至於主管該業務的行政機關，其組織應採取委員會式的合議制，

而非獨任制的組織型態。」。此對於如要建立單一管制實權機關，亦應有參考之處。 
37 本文以為「人的模式」在法學論證上最站不住腳，但是不可否認仍然有論者主張之。See, e.g., 

Clarke D. Forsythe, Legal Perspectives on Cloning: Human Cloning and the Constitution, 32 V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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製之所以禁止允許難決39，很大的部分也與治療性無性複製有關。治療性無性複

製因為可為醫學使用，對於疾病有莫大助益，因此一般多傾向允許之。然而由於

其亦涉及胚胎，故也引起爭議。如果認為由無性複製胚胎中，取出幹細胞而使之

喪失發育為個體之能力可以受允許40，那在安全健康下使之植入母體，發育出生

為人，豈不更具有正當性？其次，人工生殖法草案所謂的社會倫常，其實與法律

文化教育等密切相關，身分關係並且具有「事實先在性」，法律確認之意義較形

成效力為大。而且有時法律規定亦與事實或當事人意願不合，如姻親關係於配偶

死亡後仍然強制存在，即為一例。人工生殖法草案有很大的部分，即在規範父母

子女關係。無性生殖倘例外於窮盡舉證後為少數人使用，又有何礙「社會」倫常？

當事人如願意互稱爸媽、兒女，法律又為何非要認其因基因組成約同而否認之？

如果捐贈精卵此種涉及第三人之複雜狀況，法律都願預先「定下名份」，為何在

無性生殖不行？故本文認為與其一概反對禁止，孰不如「寓禁於教」，透過管制

與教育宣導等方式來處理較為可長可久41。 

 

本文於論述中不斷強調設置例外之必要性，此種在安全有效的前提下，透過

已舉證窮盡，因而原則禁止例外許可的模式，不但符合法律有原則就有例外之思

維，而且也能夠調和所謂的公益與私益，以及多數人與少數人所可能產生的衝

突。按如以人工生殖或無性複製，不論是否為不孕症者均能自由使用，而採取一

種全然開放與放任的態度，恐怕也難以為論者所接受。然而如果採取不問是否安

全，不管是否真正「技窮」，一律禁止剝奪某些少數人獲致子嗣的願望，恐怕也

不是憲法所樂意見到的。本文以為無性複製技術之未來，似乎不必有這種全盤開

放或全盤禁止的零和式思考。但是以我國人工生殖法草案來看，其採取完全禁止

之立場，是否能通過憲法檢驗，恐怕值得觀察。事實上，即便美國聯邦層次立法

                                                                                                                                            
U.L. Rev. 469, 502-13 (1998). 

38 胚胎不具「人」之地位，不代表胎兒就不具有；本文以為 8週前胚胎保護以法律為之即可，

但 8週後胎兒則可能就享有憲法生命權之保護。 
39 其實要杜絕爭議之最佳禁止方式，即應如同瑞士或歐盟將禁止規定置於憲法之中。但是這在
我國正值制憲或修憲路線爭執之秋，正為內閣制或總統制討論未艾之際，無疑癡人說夢。實則

我國憲法人權部分，不論是法文規定或釋憲實務，皆運作良好，制憲或修憲主要不過是政治語

言、統獨分野手段罷了。政府體制或甚至於國號國旗等國家象徵，也未必不能透過修憲解決；

而政府體制更是和所謂的政治安定無必然的關係，與其專注憲制選擇，孰不如深耕憲政發展。

請參蘇永欽，〈為什麼不要制憲〉，收於氏著，《走向憲政主義》，頁 45-49，聯經 (1994)。〈柏
楊：憲改不可暴虎馮河〉，中國時報，政治新聞 (2004/7/15)。隋杜卿，〈何種憲政體制 才合身
合用？〉，聯合報，民意論壇 (2004/7/20)。其實總統制、內閣制或雙首長制都不會沒有問題，

當前所必需考量的，「是如何在高度民粹的體制內，強化審議民主的質素。」，以及如何避免憲

法除國民黨時期的語意化外，在民進黨執政下的名目化危機；修憲成本必然較小，「一定是比

制憲更理性的選擇」，再參蘇永欽，〈二 OO四年總統大選後我國憲政改革的展望〉，載於《月

旦法學雜誌》第 111期，頁 132-33及 137-38 (2004/8)。 
40 See, e.g., Roger H. Taylor, The Fear of Drawing the Line at Cloning, 9 B.U. J. SCI. & TECH. L. 379, 

391-92 (2003). 其認為無性複製胚胎根本不具有發育為人之潛能，故可作為治療性無性複製之

用，但反對生殖性無性複製之用，即認為兩者仍有區分之可能。 
41 參苑舉正，〈複製科技的潘朵拉盒子：桃莉震撼下的倫理反省〉，載於《當代》第 119期，頁

60-65 (1997/7)，其認為宗教倫理的反對或法律的禁止都不會有效，因為人類具有自由意志與好

奇心；只有在實踐與經驗的基礎上吸取教訓，才能以更堅實的態度來面對這些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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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行動，論者也謂必然會遭致合憲性的挑戰。惟此種攸關我們人類未來要往哪裡

去的無性複製技術，釋憲者有能力判斷或者負得起責任嗎？我們未來的社會中是

否要有複製人存在，僅由九位或十五位職司解釋憲法者，就能夠決定嗎？此問題

當然又會再和司法審查之正當性，以及反多數決等「困境」有關。 
 
按法律乃多數民意之代表，故論者在述及無性複製之未來時，亦有主張此種

判斷應交由立法者等政治部門決定，司法者的介入乃屬二度猜測，並且有制度容

量不足等問題。按司法之屬性確為被動個案，並與生技有專業障礙存在。但是釋

憲者透過對憲法之解釋，藉以避免少數弱勢者之自由權利被多數強勢者犧牲，正

也是自 Marbury v. Madison案建立司法審查以來，所不可迴避的任務。以本文所

稱之例外窮盡模式，得以在安全有效的情況下，運用無性複製以繁衍後代者，正

係所謂「分散又隔離的少數」 (discrete and insular minorities) ，也正屬釋憲者應
運用司法審查權力加強保護者42。而這樣的想法，即與所謂「代表性強化」理論

有關，其認為「在原則上法院要尊重民主程序的決定，只有當民主程序失靈時，

法院才需要加強審查。」，「如此的司法介入，縱使提高審查標準，其目的與效果

也是要補強民主代議政治的缺陷，而不是要取而代之。」43。問題即在於這些不

孕症者，有可能透過代議制度而表達意見嗎？此觀人工生殖法草案與例如代理孕

母之糾葛，似乎亦可稍窺豹一斑。同時，司法審查介入這些少數者，也正符合其

個案性質，故本文認為例外窮盡模式，可兼顧多數民主之決定，但是亦能保障少

數之自由權利，或可為司法審查時之立論參考。 

 

司法於審查法律是否抵觸憲法對於人民自由權利之保障時，透過審查標準的

選擇與適用，除了可以「回應司法違憲審查正當性的顧慮」外，亦可「積極促進

思辯民主」，並在「形成為實踐憲法規範所需的具體法則」之下，「提高法院裁判

的可預測性」44。而本文以美國法為參考比較對象，針對受憲法保障之生殖自由

其內涵，加以論證思辨 (辯) 其保障理由與保障範圍，同時就不同生殖方式選擇

                                                 
42 參黃昭元，同前註 13，頁 74、102-03。這個「分散又隔離的少數」 (discrete and insular minorities) 
在美國法上當然主要是屬針對平等權案件，但是套用我國翁岳生大法官於釋字第 455號之協同
意見書中所稱：「平等原則之本質，原就具有雙面性與相對性 (ambivalent and relative) ，嚴格
而言並非各該『規範本身之違憲』，而是作為差別待遇之兩組規範間的『關係』，或可稱為『規

範關係之違憲』 (verfassungswidrige Normenrelation) 。」，可見平等權與自由權之間，實不能

說毫無牽涉。如依筆者之理解，也就是說，當我們說甲和乙不平等時，他們彼此之間一定有一

個比較的規範存在，而這個規範即可能是侵害人民自由權之規定。據此，針對平等權案件的「分

散又隔離的少數」，未必在自由權就不存在，從而司法者自應介入保障之。當然，此種平等權

與自由權的關係，乃至於基本權利功能的體系，都仍有待更深入的探討。 
43 同上註，頁 101、107。當然嚴格而言，在憲法開放的文義中，將某些價值利益整合而解釋，

並認為在當中有某些係屬較為重要與基本的自由權利；與重視政治程序之開放暢通，原則上讓

不同價值利益自行在政治程序中整合，司法者僅在政治失靈與為保障少數時介入，兩種係屬不

同的司法審查理論。但是兩者是否真的互相衝突而不能相容，恐怕也仍然有待更多的研究與討

論。See JOHN HART ELY, DEMOCRACY AND DISTRUST: A THEORY OF JUDICIAL REVIEW 73-75 (1980). 
44 黃昭元，同前註 13，頁 50-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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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面，提出可以參考的「基準式標準」45，具體而言，也就是要求司法審查介入

無性複製之個案時，必須要說理46。誠如林子儀大法官於釋字第五百七十一號解

釋中所稱：「按司法審查標準寬嚴之決定，係司法釋憲者基於權力分立制衡之理

論上及實際上需求、民主制度之反省 (包括司法釋憲者對自身在民主制度中的角

色及其民主正當性基礎之認知) 、自身專業能力、與特定議題之社會共識等考

量，而在審查不同類型之案件時，對於政治部門已作之決定要介入到多少程度之

判斷。」47，故對於相較於法律人係屬鴻溝之生物科技，例如以無性複製作為繁

衍後代方式是否安全有效，原則上即必須尊重其他專業部門之判斷。而於安全有

效之前提下，介入某些特定個案，並保障少數已別無他法者，使用無性複製技術

來繁衍後代之權利。並且採取例如在墮胎案件中之介入方式，區分不同情形而給

予不同程度之保障，同時也如 Moore案中的人體組織利用或 HGP後的基因隱私
權，要求諸如告知後同意等「程序」，讓舉證責任倒置改由無性複製者負擔，建

立已窮盡者方得使用之標準，則司法審查於萬一面對無性複製與生殖自由之問題

時，除立法大幅授權與行政個案決定之管制手段外，亦可發揮一定定紛止爭之功

能。如此，與無性複製有關之爭議，本文以為即未必不能稍作停歇。 
 
生殖科技 (reprotech) 與生命科學 (life science) 在今日的法學領域中逐漸竄

起，其利「沛然莫之能禦」。然而在專利智財之外，我們也應去關心更根本、更

基礎的憲法人權領域。「法律作為一種學問」，除了在實定法的層次上謀求本土化

外，對於他國 (尤其是美國) 豐富的法學理論也可加以借助，並更進一步謀求科

際整合48。實際上，無性複製技術的出現，也可謂使我們來到關鍵的十字路口，

而桃莉的到來與離去，也引起本文一些粗淺的想法。如何繼 Marbury v. Madison
案兩百周年後，在與生物學有關之議題上，作出允當而符合論理之憲法判斷，仍

然有待更多智識之士麈訓賜諦。本文綜合以上提出拋磚淺見，除祈方家能人不吝

指正外，也要小聲悄悄地問道：不知「畫眉深淺入時無？」49。 
 
 
 

                                                 
45 黃昭元，同前註 13，頁 95。 
46 說理在大陸法系國家，就是法官表明心證與撰寫判決理由的義務，但是在英美法系國家，例

如陪審團的判斷就不需要任何說明。到底要不要說理？如果要說，要說到什麼地步？會不會在

甲案說的頭頭是道，但是到了乙案卻完全不能適用？例外窮盡模式會不會是個無法操作，且立

論薄弱的「說理」？此當然亦有待更多先進後學指正。而關於說理與後來所謂的一次一案理論，

可再參 CASS R. SUNSTEIN著，商千儀、高忠義譯，《司法極簡主義：一次一案的精神與民主政
治》，頁 33-38，商周 (2001) ，其認為例如像 Roe案雖淺但太寬，是不符合極簡主義的，故造

成後續的問題；筆者也深怕本文一樣「雖淺但太寬」，因而產生類似問題。See also CASS R. 
SUNSTEIN, LEGAL REASONING AND POLITICAL CONFLICT 136-40 (1996). 

47 並參黃昭元，同前註 13，頁 136。 
48 參蘇永欽，〈法律作為一種學問〉，載於《月旦法學雜誌》第 98期，頁 178-81 (2003/7)。 
49 語出唐朝朱慶餘，〈近試上張水部〉，收於邱燮友注譯，《新譯唐詩三百首》，頁 497-98，三民 (2003
年 4版)。原文為：「洞房昨夜停紅燭，待曉堂前拜舅姑。妝罷低聲問夫婿：『畫眉深淺入時無？』」。

此乃「溫卷」之詩，為朱在應考進士前，與主考官張水部往來之詩。 



論生殖性複製與生殖自由 

 23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