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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政策論壇 

人文關懷系列：人類生命的再生與複製 

－倫理、宗教與法律探討  

 

公共政策白皮書 

一、 公共政策論壇緣起 

國立政治大學為使卓越研究能力發揮社會影響力，主導未來社會研究，和社

會大眾分享研究成果，引導社會發展方向，善盡知識人的社會關懷，特籌組成立

跨領域之「公共政策委員會」，舉辦「公共政策論壇」，對各領域之重大政策發表

公共政策白皮書。 

基於持續深化、推展公共政策論壇的辦理成效，系統性、全面性地整合各

校、院、系所與研究中心之跨領域學門的公共政策研究成果，乃就重大公共政策

議題提出植基於學者、研究人員深厚研究成果的政策建議，以積極地向政府部

門、產業與社會推介，提供政府未來政策制訂或產業發展方向的藍圖與願景，充

分發揮公共政策卓越研究成果之政策影響力。 

基於上述理念，公共政策論壇主要目標包括： 

(一)、 展現社會關懷：藉由產官學界的互動，分享實務界與研究之成果，

勾勒出政府、產業與社會未來發展之理想藍圖。 

(二)、 發揮政策影響力：以卓越研究成果為基底，經由產官學界的交流與

互動，為我國重大公共政策之研擬與規劃、執行、評估的政策過程提

供建議，並進而引導社會發展。 

(三)、 提供政策研究與實務之交流溝通平台：透過公共政策論壇與交流活

動提供政策研究與實務相互溝通之平台，使產官學界能夠在此平台定

期且持續對於當前國家政策進行積極及具有建設性的互動。 

二、 「人類生命的再生與複製」議題緣起 

看似萬能的再生醫療科技改變了人類對重大疾病的因應方式，卻也同時引發

無數的討論與爭議，原因在先端醫療科技挾帶著延續人類生命的廣大效益，卻無

法迴避倫理、宗教及法律議題的挑戰，在追求科學進步與考量整體社會的利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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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科學發展可能帶來的重大影響已是人類不得不預先思量的課題。 

當面臨科學與倫理道德的兩難時，如何能夠秉持著合理的價值中心，建立起

無礙於科學發展及社會道德檢視的法律及審議機制?複製人、救命寶寶及幹細胞治

療都是生物基因及再生醫療科技進步下的結果，或許在數十年後的未來，可預想

的情況為人們去訂製組織或器官、甚或訂做一個完美的胎兒，然而透過不斷換取

健康的細胞組織及器官來延續生命，或者可以自由選擇要生下怎樣的小孩，這些

尖端科技的發展對真正身患重症的患者而言，真的都像是上天賜與的禮物嗎？還

是只是滿足那些富有者延續生命的期望？以上攸關人類生命再生與複製的議題，

將是醫療科技日新月異發展下不可避免的問題。 

國立政治大學為國內人文社會科學領域研究重鎮，為善盡大學社會責任，和

社會大眾分享研究成果，特成立「公共政策論壇」，結合社會各界共同關心公共

議題，引領社會發展方向，本次公共政策論壇於 97 年 6 月 14 日（週六）全日假

公企中心國際會議廳召開「人文關懷系列論壇」，討論「人類生命的再生與複製

－倫理、宗教與法律探討」，論壇主要研討議題為「倫理爭議與法律挑戰」及

「科技突破與宗教發展」，從國際研究發展趨勢及國內發展現況出發，檢視人類

透過再生與複製等生醫科技延續生命可能面對的問題，活動實況並同步於政大網

路電視台轉播，並同時辦理「宗教關懷博覽會」，期盼以關懷生命的角度凝聚社

會輿論產生共識，提供國內政策制訂參考，共促國家生技研究發展。 

三、 人類生命再生與複製科技面臨之問題 

 目前人類生命再生與複製科技所面臨之問題包括： 

(一)、研究對象來源與安全 

一九九八年人類胚幹細胞的技術突破後，不只科學界，法律界、宗教界

都注意到迫害胚胎可能是扼殺一個生命的爭議，特別就實驗室的狀況來

看胚幹細胞仍有其它尚無法解決的問題，事實上胚幹細胞就像是一個過

動兒，很難去調控它，因此人類胚幹細胞將來如果要真正被運用，形成

腫瘤的疑慮是絕對不能被忽視的，另外複製細胞是否會加速老化或者是

否能與原有細胞產生連結網絡等，都是我們在實際應用前必需深入了解

的問題。 

(二)、科技與倫理衝突 

救命寶寶的出現，讓我們延伸思考許多問題，包括我們是不是可以如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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炮製，訂製一個自己想要的嬰兒?包括我們是否有資格去評判一個家庭

基於生命存續的根本考量所做出的不得不的決定?包括法律保障人人生

而平等，但是救命寶寶的出現，創造了天生的從屬關係，寶寶對自己身

體的使用權及對自我生命存在價值可能會有所質疑等等。在美國因為牽

涉胚胎的操作，所以對於打造救命寶寶是禁止的，英國則有獨立的監護

人制度保護這樣的小孩，從先趨者身上衍生出的困難與經驗，就是我們

社會上應該要重新檢視的倫理面向。 

(三)、科技與宗教衝突 

1.宗教家追求順應生、老、病、死等生命自然的演進，科技的進步的確

可以為人類延續生命的利益帶來福祉，然而基於對生命的尊重，為了未

知的利益而失去公義的傷害他人，乃至可能成人的胚胎都是不被允許

的，因此東、西方宗教都採反對醫療性複製的立場。 

2.天主教認為試管嬰兒等體外受精的科技已使人類胚胎淪為「物品」，

假使複製人的技術確實成功了，那麼長成的人也可能被視為「產品」對

待，整個價值觀的扭曲，恐將使人類淪為他人利害關係下毫無保障的工

具，並且複製人的出現將破壞暨有的家庭倫理，為此種種違反倫理道德

原則，故天主教反對生殖性複製。 

(四)、法律角度對再生醫療科技的探討 

1.法律與倫理的分工應是從屬關係，當倫理上認定生命再生與複製是不

可被接受，或者應該部分限制時，法律的制訂角度應是協助已形成共識

的倫理觀點在社會上被落實與尊重。 

2.法律在醫療法中嘗試做了一些努力來賦予參與生命再生與複製工作者

責任，例如醫師法第 25 條規定，醫師有執行業務違背醫學倫理時，將

由醫師公會或主管機關移付懲戒等，十年來臺灣各個醫學院或研究單位

大都有成立倫理委員會，但是只有倫理委員會夠嗎？如果倫理委員會的

成員並不知道自己的角色，及在他參與決定的過程中要負擔責任的時

候，或者基於利害考量而不敢做決定時，法規的執行將會相形無力。 

四、 對人類生命的再生與複製議題相關建議 

公共政策論壇針對此一議題有下列相關之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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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主要議題建議 

建議先確定生命再生與複製參與者的社會責任，並且透過倫理、法律和

宗教面向的參與減輕參與者面對不可知的科技壓力，其次建議在法律上

以保護參與者的權利與生命安全及確保科技發展的最後目的能夠保障人

權、增進人類福祉的方向努力。 

  

(二)、科技推展方向建議 

生命的再生與複製雖然在二十一世紀如此熱門，它究竟是干涉了生命的

過程還是協助了生命的過程尚有許多討論的空間，但大家普遍贊成科學

研究仍應秉持基本的人性、道德及宗教關懷。建議目前應先以成體幹細

胞的研究為重點，以解決各方之爭論。 

(三)、政府政策建議 

建議可以參考國外模式建立獨立於政府體制外之「國家生命倫理委員

會」，以充份的社會溝通取代抽象理念或意識型態爭論，尊重多元價

值，以輔導性、協調性、獎勵性措施取代強制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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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文關懷系列：人類生命的再生與複製－倫理、宗教與法律探討 
2008 年 6 月 14 日（六） 

08：30-09：00 報    到 

09：00-09：30 
開 幕 式 

主 持 人：吳思華 / 國立政治大學校長 

貴賓致詞：朱楠賢 / 教育部社會教育司司長 

09：30-10：40 

第 一 場：人類生命的再生與複製－倫理爭議與法律挑戰 

主 持 人：何美鄉 / 中央研究院醫學研究倫理委員會主任委員 

主 講 人：邱士華 / 台北榮民總醫院幹細胞研究室主持人 

賴其萬 / 教育部醫學教育委員會執行秘書、和信治癌中心醫院講座教授

何橈通 / 台北榮民總醫院教學研究部主任 

范建得 / 國立清華大學科技管理學院生物倫理與法律中心主任 

10：40-11：00 茶    敘 

11：00-12：30 

第 一 場：人類生命的再生與複製－倫理爭議與法律挑戰  

主 持 人：何美鄉 / 中央研究院醫學研究倫理委員會主任委員 

與 談 人：蔡篤堅 / 臺北醫學大學醫學人文研究所所長 

戴  華 / 國立政治大學人文中心主任 

陳惠馨 / 國立政治大學法學院院長 

綜合討論 
12：30-14：10 用    餐 

14：10-15：00 

第 二 場：人類生命的再生與複製－科技突破與宗教關懷 

主 持 人：黃 榮 村 / 中國醫藥大學校長 

主 講 人：聖嚴法師 / 法鼓山創辦人 

單 國 璽 / 天主教會台灣地區主教團樞機主教 

15：00-15：20 茶    敘 

15：20-15：50 綜合討論 

15：50-17：10 

第 二 場：人類生命的再生與複製－科技突破與宗教關懷 

主 持 人：黃榮村 / 中國醫藥大學校長 

與 談 人：邱文祥 / 臺北巿衛生局局長 

蔡正河 / 馬偕紀念醫院院長 

蔡彥仁 / 國立政治大學宗教所所長 

綜合討論 

17：10-17：40 閉 幕 式：王俊權 / 教育部高等教育司副司長 

吳思華 / 國立政治大學校長 

指導單位：教育部 
主辦單位：國立政治大學 
協辦單位：國立政治大學人文中心、法學院、文學院、宗教研究所、傳播學院、公企中心 
地    點：國立政治大學公企中心七樓國際會議廳（台北市金華街 187 號） 
公共政策論壇：http://www.ppf.nccu.edu.tw 

網路電視台：http://webtv.ncc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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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 教 關 懷 博 覽 會 參 展 名 單  
 

 

天主教 

法鼓山 

法鼓山 

光啟文化事業 

法鼓山人文社會基金會 

法鼓大學籌備處 
 

（ 以 上 單 位 按 筆 畫 排 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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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 幕 式 
09：00－09：30 

主 持 人：吳思華 / 國立政治大學校長 

貴賓致詞：朱楠賢 / 教育部社會教育司司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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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思華 簡歷 

現職：國立政治大學校長 

國立政治大學商學院專任教授 

學歷：國立交通大學電信工程系學士 

國立政治大學企業管理研究所碩士 

國立政治大學企業管理研究所博士  

經歷：Visiting Fulbright Scholar, Columbia University, USA 

Visiting Fulbright Scholar, George Masion University, USA 

國立政治大學企管系講師、副教授 

國立政治大學公企中心副主任 

國立政治大學科管所創所所長 

國立政治大學商學院院長 

教育部顧問室顧問、創造力教育領域召集人 

第一銀行董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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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楠賢 簡歷 

現職：教育部社會教育司司長 

學歷：國立政治大學政治學系（公共行政組）博士 

經歷：行政院人事行政局科長、副處長、處長 

行政院研考會人事室主任 

教育部人事處處長、社教司司長 

 

 
 

公共政策論壇―人文關懷系列 人類生命的再生與複製

10



 

 

 
 

第一場 
人類生命的再生與複製 
—倫理爭議與法律挑戰 

09：30－12：30 

主持人： 何美鄉 / 中央研究院醫學研究倫理委員會主任委員

主講人： 邱士華 / 台北榮民總醫院幹細胞研究室主持人 

 賴其萬 / 教育部醫學教育委員會執行秘書、 
和信治癌中心醫院講座教授 

 何橈通 / 台北榮民總醫院教學研究部主任 

 范建得 / 國立清華大學科技管理學院生物倫理與法

律中心主任 

與談人： 蔡篤堅 / 臺北醫學大學醫學人文研究所所長 

 戴  華 / 國立政治大學人文中心主任 

 陳惠馨 / 國立政治大學法學院院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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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職：國光生物科技研發長∕流感疫苗專案總經理 

學歷：M.D 美國印第安那大學醫學院 

M.P.H 美國哈佛大學公共衛生學院 

經歷：美國疾病管制局 Altanta，流行病學專家 

中央研究院－生物醫學研究所研究員兼 BSL-3 Lab 負責人 

中央研究院醫學倫理委員會主席、生物安全委員會委員、 

人權委員會委員 

衛生署疫苗接種事務委員會委員,藥政處藥品查驗委員會 

（疫苗類）委員 

醫藥品查驗中心,疫苗及相關生技藥物審查委員會委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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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持人 

台北榮民總醫院 眼科部主治醫師 

國立陽明大學 醫學院臨床醫學研究所副教授 

學歷：國立陽明大學臨床醫學研究所博士 

國防醫學院醫學系學士 

經歷：美國斯克利普斯研究院（The Scripps Research Institute / TSRI） 

－分子生物部∕腫瘤研究組 訪問學者（2007） 

美國貝克曼國家研究中心 血液骨髓移植研究室博士後研究

（2002） 

桃園榮民醫院 眼科主任（2003-2004） 

台北榮民總醫院 眼科部主治醫師（2000） 

台北榮民總醫院 眼科部主治醫師（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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幹細胞之研究與進展現況

邱士華醫師

台北榮民總醫院 教學研究部主治醫師/幹細胞實驗室主持人

國立陽明大學 醫學院臨床醫學所 副教授

2

幹細胞的定義及符合條件

•自我複製更新 (Self-renewal)

•多分化潛能 (Multi-lineage Differentiation)

- 在是當的環境下可分化成特定細胞及特定

功能組織 例如： 內、中、外胚層細胞

－全能幹細胞(Totipotent)：授精卵,胚胎幹細胞

－萬能幹細胞(Pluripotent)：成體萬能幹細胞

－多能幹細胞(Multipotent)：造血幹細胞

－專一性幹細胞(Unipotent)：骨原細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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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利用基因建構與小鼠胚胎幹細胞技術為基礎之特殊基因轉殖鼠

4

胚胎幹細胞 (ES): 全能性

- 建構並選殖出帶有綠色螢光蛋白基因之小鼠胚胎幹細胞

綠色螢光蛋白基因之小鼠胚胎幹細胞 綠色螢光蛋白基因之特殊基因轉殖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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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Science 1998;287:465-469.
James Thomson

人類胚胎幹細胞

6

將胚胎球體培養於培
養皿上, 並進行分化
實驗. 此圖為第九天.

於第十天, 胚胎球體細胞
分化出會跳動, 具收縮能
力之心肌細胞.

胚胎幹細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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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類胚胎幹細胞的使用爭議

•破壞胚胎 : 倫理及宗教爭議

•異體移植 : 免疫排斥反應

•分化不易控制 : 治療效果

不彰

•畸胎瘤的形成 : 產生腫瘤

的疑慮

成人或其他幹細胞
的研究與發展

8

成體幹細胞

• 骨髓幹細胞

• 脂肪幹細胞

• 皮膚幹細胞

• 牙胚幹細胞

• 胰臟幹細胞

• 肝臟幹細胞

• 眼角膜幹細胞

• 視網膜幹細胞

• 神經幹細胞

胎兒幹細胞

•臍帶血幹細胞
•胎盤間質幹細胞
•羊水幹細胞

間質幹細胞

軟骨細胞

類神經細胞

硬骨細胞

類肝細胞脂肪細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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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成體間葉幹細胞

硬骨 軟骨 間質組織心肌 韌帶 脂肪

10
Shinya Yamanaka中山伸彌

誘導萬能幹細胞

Inducible Pluripotent Stem Cell (iPS)

重新編程改造（Reprogramming）

成體皮膚細胞

類似胚胎幹細胞的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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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推動「萬能幹細胞應用於心肌再生醫療」之研究

• 都大學和大阪大學將共同進行「萬能幹細胞應用於心肌再生醫療」之研究，利用人體
皮膚細胞成功研製出「萬能幹細胞」（ips細胞）的京都大學教授中山伸彌，和採用心
肌膜片成功治癒重症心臟病患者的大阪大學教授澤芳樹，將合作發展「萬能幹細胞」
的研究。這兩項創世界紀錄的研究成果之結合，加速促進心肌再生醫療的發展。

京都大學日前以中山教授為領導核心的「萬能幹細胞研究中心」已正式成立，開始進
行萬能細胞的研究。另一方，澤教授等人的研究小組，去年從患者的腿肌肉細胞製成
膜片，成功的恢復了心臟病重症患者的心臟功能。但膜片不能衍生為心肌，故看好利
用萬能幹細胞衍生之心肌，來製作膜片。

京大將成為領導日本國內發展萬能幹細胞研究之中心，以「純日本風格」之研究組
織，致力於推動萬能幹細胞之共同研究組織的成立，中山教授表示「希望設立一個全
球性的研究中心，並想積極培育年輕一輩的研究人員，因為萬能細胞的研究需可能要
花上10年、20年」。

•
為了促進萬能幹細胞的研究，日本文部科學省於2月29日發表，選定京大、東大、慶
大、理化學研究所作為重點研究機構，並建立共有的網絡，以使其互相交流最新的ips
細胞研究成果與資訊，期許日本在再生醫療的應用上能居國際領先地位。

京都大學以成功培育ips細胞的中山伸彌教授為中心，以基礎研究、臨床應用、專利管
理及營運等為主。東京大學以血液、血管、骨骼等各式的細胞或組織生成及修復ips細
胞等研究為主。慶應大學以脊髓損傷治療等的中樞神經系統為研究主軸，並製作各式
ips細胞，為設置細胞銀行作準備。理化學研究所則以開發有效率的細胞培養技術為研
究重心，以確立臨床應用技術為目標。

台北駐日經濟文化代表處科技組 Science Division, TECRO in Japan

12⇒預期將愈來愈多

誘導萬能幹細胞幹細胞的願景

藥物發展與毒性
測試 培養萬能幹細胞

發育及基因調控
的試驗

組織與細胞療法

骨髓 神經 心肌 胰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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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癌症幹細胞
•傳統的癌症治療技術，是在手術切除之後進行放射及化學

治療，以抑制癌細胞的生長，進而引發其凋亡。

•然而惡性度較高的癌細胞，卻可以通過化學藥物及放射線
治療而存活下來，並且躲過免疫系統的偵測，導致癌症在
治療後容易出現復發情形。

•近年來，醫學界對於這種難以治癒及容易復發、轉移的情
形提出新的看法，亦即不同的癌症組織中可能存在特定之
「癌症幹細胞」，是造成癌症病患腫瘤復發的主要關鍵。

殺死非癌症
幹細胞之藥物

腫瘤失去
復發能力

殺死癌症
幹細胞之藥物

腫瘤變小
但擁有復發能力

CSC

CSC

CSC
腫瘤消失

14

公共政策論壇―人文關懷系列 人類生命的再生與複製

20



15

癌症幹細胞理論

N Engl J Med 2006;355:1253-61.

正常幹細胞 前趨細胞

腫瘤團

癌症幹細胞

成
熟
組
織

正常幹細胞

正常幹細胞
或先驅細胞

癌症幹細胞

突變

原位腫瘤

原位腫瘤

化學療法

癌症幹細胞產生抗藥性 腫瘤復發

原位腫瘤 轉移性癌症幹細胞 轉移

腫瘤細胞
準備轉移

16

化
療

放
療

化
療

放
療

癌症幹細胞

非癌症幹細胞

腫瘤復發

腫瘤消失

未表現HIF1α的癌細胞
(對照組)

過度表現HIF1α的癌細胞
(實驗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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癌症幹細胞之分離與體外培養－
3D球體之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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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癌症幹細胞作為藥物篩選及個人化醫療平台

SHC La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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幹細胞之研究與進展現況 

邱士華 

（台北榮總教研部醫師） 
 
幹細胞之簡介： 

幹細胞是一種具有自我更新、不斷繁殖、同時亦能分化成不同組織型態之細胞。

整體而言，人體是由兩百多種、總數可高達一百兆個的細胞組成，而形成這些細

胞的原始來源就是所謂的幹細胞。由於幹細胞所具備的特殊能力，讓其同時具有

分裂增殖成另一個與本身完全相同的細胞，以及分化成為多種特定功能的細胞，

如神經細胞，心肌細胞、肌肉細胞、脂肪與皮膚細胞等體細胞，使得它們可以產

生、補充或修復身體各部位的組織。依據不同程度的能力，幹細胞可以約略區分

為以下四類：(1) 全能幹細胞（Totipotent）：由卵子和精子細胞的融合產生受精卵，

具有發展成獨立個體的能力（例如受精卵，胚胎幹細胞）。(2) 萬能幹細胞

（Pluripotent）：是全能幹細胞的後裔，雖然無法發育為一個完整個體，但具有可

以分化成多種組織與器官的能力的細胞（例如成體萬能幹細胞、間葉幹細胞等）。

(3) 多能幹細胞（Multipotent）：只能分化成特定數種類型的細胞（例如血液幹細

胞細胞，神經幹細胞等）。(4) 專一性幹細胞（Unipotent）：只能分化一種細胞類

型的前趨細胞。 

 

幹細胞之最新發展： 

（誘導萬能幹細胞）：由於人類的胚胎幹細胞之取得來源仍有道德倫理上的爭議，

因此幹細胞研究專家希望能找到其它的取代方式。在 2007 年末，日本和美國科學

家透過送入特定的基因進入成熟的纖維母細胞，可誘導細胞進行重新編程改造

（Reprogramming），變成具有類似胚胎幹細胞的特性及功能，一般簡稱為誘導萬

能幹細胞或 iPS（Induced Pluripotent Stem Cells），並且成功地使這些幹細胞分化

成為身體器官的一部份。由於這種方法並不需要從胚胎中取得細胞，因此解決了

舊有技術在道德上的爭議，另一個優點在於纖維母細胞可從患者的皮膚直接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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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所以製造出來的分化細胞便不會有免疫排斥問題，並且其分化能力又高於一

般成體幹細胞，因此可作為未來個人化醫療與幹細胞治療之最具潛力的來源。 

 

（腫瘤幹細胞）：近年來研究發現造成癌症轉移和難以治癒的因素，來自於「腫

瘤幹細胞」的存在，此種「腫瘤幹細胞」已知具有高度抵抗化療藥物及放射線治

療之特性，有愈來愈多的研究證據指出「腫瘤幹細胞」確實存在於血癌、乳癌、

腦癌、卵巢癌、前列腺癌、大腸直腸癌、口腔癌等多種不同的癌組織中。因此，

針對這些特有之「腫瘤幹細胞」發展出有效專一的治療策略，將會是未來癌症研

究的重要課題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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賴其萬 簡歷 

現職： 和信治癌中心醫院  醫學教育講座教授 

神經學主治醫師  

學歷： 台灣大學醫學院醫學士（1962/7-1969/6） 

經歷： 台大醫院神經精神科住院醫師四年 1970/7-1974/6 

台大醫院神經精神科主治醫師 1974/7-1975/6 

美國 Minnesota 大學醫院神經科住院醫師三年 975/7-1978/6 

美國 Minnesota 大學醫院神經科腦電圖、癲癇研究 1978/7-1979/6 

美國 Kansas 大學醫學院神經科助理教授 1979/7-1983/6 

美國 Kansas 大學醫學院神經科副教授 1983/6-1990/6 

美國 Kansas 大學醫院癲癇中心主任 1983/7-1990/6 

美國 Kansas 大學醫院腦電圖生理室主任 1979/7-1998/7 

美國 Kansas 大學醫學院神經科教授 1990/6-1998/7 

慈濟醫學暨人文社會學院副院 1998/8-1999/7 

慈濟醫院副院長 

慈濟醫學暨人文社會學院 副校長 1999/7-2000/5 

慈濟大學 副校長 2000/5-2001/7 

慈濟大學醫學院 院長 

台灣癲癇一學會理事長 2003/3-2005/3 

醫學院評鑑委員會執行長 2006/3/22-  

教育部 醫教會執行秘書 

慈濟大學醫學院 兼任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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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醫學院評鑑委員會執行長 

研究領域或專長：癲癇、腦電圖、神經學 

著作：佛洛依德夢的解析（符傳孝合譯）、當醫生遇見 Siki（張老師文

化）、寸草心（林信男合譯 台灣精神醫學會）醫師的深情書（天

下文化）、照亮黑暗角落（潘靖瑛合編 慈濟文化）、病人心 醫

師情 我的癲癇病友（天下文化）、醫學這一行（黃崑巖、黃達

夫合編 天下文化）、話語雙手與藥（張老師文化） 

 

CURRICULUM VITAE (2007) 

Chi-Wan Lai, M.D.  
 

Address & Telephone:  

Koo Foundation  Sun Yat-Sen Cancer Center 

125 Lih-Der Rd Peitou District, Taipei 112, Taiwan  

Tel: 02-28970011#1740 Fax: 02-28972233 e-mail: cwlai@mail.kfcc.org.tw 

 

Education: 

July 1962 – June 1969 College of Medicine,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Taipei, 

Taiwan  

Hospital and Medical School Appointment: 

July 1970 – June 1974 Resident, Department of Neurology and Psychiatry,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Hospital, Taipei, Taiwan 

July 1974 – June 1975 Attending Staff of Neurology, Department of Neurology 

and Psychiatry,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Hospital, 

Taipei, Taiwan 

July 1975 – June 1978 Resident, Department of Neurology,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Hospitals, Minneapolis, MN 

July 1978 – June 1979 Fellow specializing in Electroencephalography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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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pilepsy, Department of Neurology,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Hospitals, Minneapolis, MN  

July 1979 – June 1983 Assistant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Neurology, 

University of Kansas School of Medicine,  

July 1983 – June 1990 Associate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Neurology, 

University of Kansas School f Medicine 

July 1987 – June 1990 Director, Neurology Residency Program, University of 

Kansas School of Medicine 

July 1990 – June 1998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Neurology, University of 

Kansas School of MedicineCo-Director, University of 

Kansas Comprehensive Epilepsy Program 

August 1998 – July 2000 Associate Dean, Tzu Chi College of Medicine and 

Humanities, Hualien, Taiwan 

August 2000 – Jul 2001 Dean, College of Medicine, Tzu Chi University Vice 

President, Tzu Chi University 

Oct 2001– Present Chair Professor, Medical Education Promoting 

Foundation, Senior Attending Neurologist, Sun Yat-Sen 

Center center 

February 2002 – Present Executive Secretary, Medical Education 

Committee, Ministry of Education, Taiwan 

June 2003 – May 2005 President, Taiwan Epilepsy Society, Taiwan 

March 2006 – present CEO, Taiwan Medical Accreditation Council 

(TMAC) 

 

Honors: 

The Benjamin Shapiro Memorial Award,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June 1977 

The Award for Teaching Excellence, University of Kansas School of Medicine, 

1994 

The Best Doctors in America: Central Region, 1996 

The Best Doctors in America: Central Region, 19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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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cellence in Care Award, Epilepsy Foundation for the Heart of America, 1998 

Social Accomplish Award, International League Against Epilepsy & International 

Bureau for Epilepsy, 2003 

Golden Tripod Award, The Best Column Writer. Government Information Office, 

Taiwan, 2006 

 

Diplomate: 

1979 American Board of Psychiatry and Neurology (Neurology) 

 American Board of Clinical Neurophysiology (previously known as 

American Board of Qualification in Electroencephalography, 

ABQEEG) 

1992 American Board of Psychiatry and Neurology, added qualification in 

Clinical Neurophysiology 

1992 Neurology Board Certification, issued by the Ministry of Health, 

Executive Yuan, R.O.C. Information of Grants and Publications are 

available upon reque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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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類生命的再生與複製—
倫理爭議與法律挑戰

賴 其 萬

神經科醫師及衛生署倫理委員會委員
看幹細胞的研究

2

• 神經學迄今都還沒有治療的退化性病變

漸凍人 (Amyotrophic Lateral Sclerosis, ALS)
阿茲海默症 (Alzheimer disease)
亨丁頓症 (Huntington disease)

• 以目前的醫療仍舊有治療效果不盡理想的神經學
疾病

多發性硬化症(multiple sclerosis)
巴金森氏症 (Parkinson’s disease)
癲癇

中風

脊髓傷害

• 幹細胞的研究在醫療團隊與病人間燃起了一線希
望，但這種科技的突破也帶來了許多倫理、法
律、宗教的挑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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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jecting fetal 
olfactory 
ensheathing glia
(OEG) cells into the 
damaged spinal 
cord. 

“Even if it were  
legal, it’s unethical”.

Huang 
Time 8/23/2004

4

人類幹細胞研究的技術與安全

1. 以剩餘卵子供做治療用途是否安全?
2. 透過細胞核取代製造胚胎、取得幹細胞之後所

培養的細胞及組織是否正常發育、是否會產生
缺陷？

3. 幹細胞和其長成的組織老化的速度是否正常?
4. 這些組織是否比較容易長出惡性腫瘤?
5. 成熟細胞之細胞核經過活化，將其所長成的組

織移植到人體時，是否能克服排斥的問題?
6. 幹細胞之移植是否能建立正常神經細胞之網

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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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學家為了獲取胚胎幹細胞而必須使用人體
胚胎做實驗，這是否等於是殺害人類、違背倫
理?換言之，人類的胚胎在道德上的地位是否等
於成人?

所謂「道德地位」，按Warren的定義是指
「在道德上具有份量、是行為者實際或可能對
其負有道德義務的對象」；「而對於具有道德
地位的實體，我們不能只是依自己的喜好來對
待它，而是有義務考慮其需要、利益或福祉；
這麼做並不只是因為對自己或他人有利，而是
因為該具有道德地位個體的需求本身就具有道
德重要性。」

蔡甫昌: 人類幹細胞研究的道德爭議健康世界 2004; 219:52-54

胚胎的道德地位

6

因此，對於人類胚胎之道德地位認定不同、便
會對胚胎幹細胞研究持有不同的立場，大致可
分以下三種：

甲、胚胎和胎兒都具有道德地位，對於他們進行
實驗而殺害之是不道德的，因此反對任何人
類胚胎幹細胞研究。

乙、胚胎不具有道德地位，為了造福人類而對他
們進行實驗是可以被接受的，因此支持人類
胚胎幹細胞研究。

丙、胚胎具有某種程度之道德地位，其重要性隨
著其成熟度增加而遞增，但不如成人的道德
地位重要，因此為了促進人類之健康福祉而
對很早期的胚胎進行研究是可被允許的，但
是對較成熟之胚胎進行實驗則是不被允許
的；基本上是有限度地容許人類胚胎幹細胞
的研究。

蔡甫昌: 人類幹細胞研究的道德爭議健康世界 2004; 219:52-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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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urology 2005;64:1679-1680

8

1. 學會一方面要尊重胚胎的道德地位以及社會大
眾對這議題的敏感度，但一方面也要確保這種
重要醫學研究可以繼續。強調如何取得捐贈者
的告知同意的重要性，並且嚴禁以不合宜的手
段取得同意以及注意保護捐贈者的隱私權。

2. 學會支持聯邦及州政府對多能性（pluripotent）
幹細胞之研究計畫，包含所有合於倫理與科學
指引所產生之所有胚胎幹細胞，而不應該只侷
限於 2001年總統之命令。

3. 學會支持胚胎與成人之幹細胞株研究，但我們
同意成人幹細胞是否能夠與胚胎幹細胞一樣的
有效，尚待考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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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學會支持以「細胞核轉殖術」製造胚胎供
醫學生物研究使用，但反對以這方法傳宗
接代。

5. 學會深知對胚胎之倫理地位不可能得到所
有會員的滿意支持。因此此兩學會共同建
議，胚胎幹細胞研究 (ESCR)與「細胞核
轉殖術」(SCNT)應在聯邦政府的監督下，
以確定這種最高品質的的研究是在嚴格的
倫理標準下完成。

6. 由於有關幹細胞的生物科技日新月異，兩
學會將定期檢討立場是否需要改變。

10

人類胚胎及胚胎幹細胞研究倫理
政策指引

96年8月9日
衛署醫字第0960223086號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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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人類胚胎及胚胎幹細胞研究（以下簡稱胚胎及其幹
細胞研究），應本尊重及保障人性尊嚴、生命權
之原則及維護公共秩序善良風俗為之。

二. 胚胎及其幹細胞研究應遵守政府有關法令之規定。

三. 胚胎及其幹細胞研究不以下列方式為之：

1) 使用體細胞核轉植技術製造胚胎並植入子宮。

2) 以人工受精方式，製造研究用胚胎。

3) 製造雜交體。

4) 體外培養已出現原條之胚胎。

5) 繁衍研究用胚胎或將研究用胚胎植入人體或其他物種之
子宮。

6) 繁衍具有人類生殖細胞之嵌合物種。

7) 以其他物種細胞核植入去核之人類卵細胞。

12

四. 胚胎及其幹細胞來源，應為無償提供之自然流
產、符合優生保健法規定之人工流產、人工生
殖剩餘胚胎，或以體細胞核轉植製造且尚未出
現原條之胚胎或胚胎組織。

五. 胚胎及其幹細胞來源之取得，應於事先明確告知
同意事項，經提供者完全理解後，依自由意願
簽署書面同意書後為之。

六. 以人類卵細胞進行體細胞核轉植研究，應為依法
施行人工生殖之剩餘卵細胞，且經受術夫妻或
捐贈人書面同意；或經告知成年婦女並取得其
書面同意捐贈之卵細胞。 前項卵細胞之提供
者，應具行為能力，且不得與計畫主持人有職
務上之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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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胚胎及其幹細胞研究計畫應經研究機構倫
理委員會或委託其他機構之研究倫理委
員會審查通過後為之。

前項審查，應注意下列事項：

1) 研究計畫須符合促進醫療與科學發展、增進人
類健康福祉及治療疾病之目的。

2) 難以使用其他研究方法獲得成果。

3) 計畫內容具備科學品質並符合倫理要求。

14

It recognizes that intelligent people may choose to 
disagree on position, but that all have a stake in assuring 
that scientific progress and medical advance not proceed 
at a pace beyond that of public understanding, respect, 
and acceptance. Fundamentally, the statement affirms 
that as physicians and neurologists, we need to convey 
to our patients and politicians alike the evolutionary 
nature of this new field, and its need for both rigorous 
science and cautious practice, if stem cell-based 
therapeutics are to become safe and effective treatments 
for diseases of the nervous system. 

Steve Goldman, M.D., Ph.D.Neurology and the stem cell debate

Neurology 2005;64:1675-16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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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ICAGO--(BUSINESS WIRE)--Jun 20, 2007 -
Senator Obama today released the following statement
in response to President Bush's veto of stem Cell Bill: 
"By vetoing funding for stem cell research once again, 
the President is deferring the hopes of millions of 
Americans who do not have the time to keep waiting for 
the cure that may save or extend their lives. The 
promise that stem cells hold does not come from any 
particular ideology, it is the judgment of science, and 
we deserve a President who will put that judgment first 
and make this promise real for the American people."
Contact
Obama Press Office
312-819-2423It

16

Thank you 
for  your 

Atten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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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類生命的再生與複製—倫理爭議與法律挑戰 

賴其萬 

（教育部醫學教育委員會執行秘書、和信治癌中心醫院講座教授） 

 
由於這題目一共安排七位學者參加討論，其中並有三位具有醫學背景應邀參

加，因此本人選擇以一位神經科醫師的立場，以及參加衛生署倫理委員會對這議

題的數次討論來報告這方面的淺見。 

毫無疑問地，幹細胞的研究帶來了人類生命的再生與複製很大的衝擊，就神

經 科 學 而 言 ， 我 們 面 對 一 些 迄 今 都 還 沒 有 治 療 的 退 化 性 病 變 ， 如 漸 凍 人

（Amyotrophic Lateral Sclerosis, ALS）、阿茲海默症（Alzheimer disease）、亨丁

頓症（Huntington disease）、或是以目前的醫療仍舊有治療效果不盡理想的多發性

硬化症（multiple sclerosis）、巴金森氏症（Parkinson’s disease）、癲癇、 脊隨傷

害與中風等，幹細胞的研究也很快地在神經學醫療團隊與病人間燃起了一線希

望。然而這種科技的突破也帶來了許多倫理、法律、宗教的挑戰。 

幹細胞是一種尚未分化具有自我增生及發展成各類功能之組織的細胞，對於

缺乏再生能力的中樞神經組織會帶來無限的可能。美國神經學界的兩大組織

American Academy of Neurology 與 American Neurological Association 在 2005 年共

同發表對於胚胎與成人幹細胞在生物醫學研究方面的立場聲明（Position statement 

regarding the use of embryonic and adult human stem cells in biomedical research），陳

述學會一方面要尊重胚胎的道德地位以及社會大眾對這議題的敏感度，但一方面

也要確保這種重要醫學研究可以繼續。此聲明中特別強調如何取得捐贈者的告知

同意的重要性，並且嚴禁以不合宜的手段取得同意以及注意保護捐贈者的隱私

權。其內容將於會中與大家詳細報告。 

同時台灣衛生署也於 2007 年 8 月 9 日公告「人類胚胎及胚胎幹細胞研究倫理

政策指引」，解釋胚胎及其幹細胞研究應遵守政府有關法令之規定，並列出胚胎

及其幹細胞研究不得以那些方式為之，以及那些情形為來源合法之胚胎及其幹細

胞。其內容亦將於會中與大家詳細報告。 

公共政策論壇―人文關懷系列 人類生命的再生與複製

39



 

  

何橈通 簡歷 

現職：台北榮民總醫院教學研究部主任 

學歷：國防醫學院醫學系學士 

經歷：國立陽明大學醫學院院長（1999.8～2005.2） 

國立陽明大學醫學院醫學系系主任（1999.1～2003.12） 

國立陽明大學醫學院副院長（1998.7～1999.7） 

國立陽明大學醫學院臨床醫學研究所兼任教授（1996.9～迄今） 

國防醫學院兼任教授（1991.9～迄今） 

國立清華大學生命科學院兼任教授（1991.9～迄今） 

國立陽明大學生命科學院生理學研究所（1988.9～迄今） 

台北榮民總醫院內科部新陳代謝科主任（1985～19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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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uman Cloning - ELSRI

Larry L-T Ho, MD
Taipei Veterans General Hospital & National 

Yang-Ming University

2

Human Cloning
( ELSI  to  ELSRI )

ELSRI : Ethical, Legal, Social, 
and Religious Issues

Scientists, Philosophers, Physicians, Legal 
Experts, Sociologists, Theologians, 

Community Leaders, and IRB Memb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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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chnology / Terminology

SCNT – Somatic Cell Nuclear Transfer
IVF – In Vitro Fertilization
Genetic Engineering – Recombinant DNA 
Gene Therapy / Cell Therapy
HAC – Human Artificial Chromosome
EC Cell / Adult Stem Cell
Asexual Reproduction / Delayed Twinning  

4

True  or False Concepts

• False : “Genetic determinism” - Carbon copy 
with Identical genotypes and phenotypes 

• True : (1) Delayed twins – homozygous /   
heterozygous 

(2) Only a duplicate, not an improved   
genome

They are“ Genetically “ ‘same’ but two separate   
peoples with different biology, 
psychology ,morality and legal stat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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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uman Cloning

• The technology issues are mostly about 
science and not so much understood by 
laymen nor a major focus of ELSRI debate 

• The major ELSRI have being on the 
outcome of ‘human cloning’, e.g., lineage 
responsibilities and legal status

6

Human Cloning

A Theologian’s point of view :
‘ Designed as a product ’ versus 

‘ welcomed as a gift ’
A Humanitarian’s point of view :

A ‘ Human Clone ’ has a right to an 
open future

Kantian’s / virtue ethics :
Deontology and individual’s right of genetic 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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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uman Cloning
An Overview of the Ethics

• Still a very uncertain procedure, a very low success rate
• Highly experimental & controversial procedure for now
• Unsolved questions about the health of cloned animals
• The risks far outweigh any supposed benefits
• The motivation is always questionable, except a few, 

e.g., last-resort of fertility treatment
• Cloned children may have emotional problems to live up 

to particular expectations
• The unusual origin and resemblance to the clone donor 

may be emotionally and/or psychologically harmful     

8

Human Cloning

• The motives and manners of raising the 
‘ clone ‘ are infinitely variable

• A large number but not all of  ‘ scenarios ’
which caused concerns and debates may 
be resolved by proposing delicate and 
specific ELSRI rules after optimal public 
delibera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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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gulation

Ethics Science

保護受試者方式

10

Regulatory Authority
(DOH)

Independent Ethics Review
(JIRB)

Scientific Review
(CDE)

保護受試者機構 -- 一起努力確保受試者權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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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uman Cloning

• Consensus for time being in the stem cell 
research academia, e.g. International 
Society of Stem Cell Research :

No reproductive cloning
Only research about therapeutic cloning  

12

Human Cloning
Current Status of Public Policy in Human Right

• Human clone – an embryo that, as a result of the 
manipulation of human Reproductive material or 
an in vitro embryo, contains a diploid se t of 
chromosome obtained from a single – living or 
deceased – human being, foetus or embryo 

• Prohibited by law – Placement of an embryo 
produced by procedures other than ‘fertilization’
into a human being, other living forms or any 
devices. In Europe and North America, and el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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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uman Cloning
A reflection on 10 years after ‘ Dolly ’ sheep

• After Dolly, SCNT successfully reproduced in many other 
mammals including cattle, mice, pigs, goats, rabbits, 
rats, horses, dogs, cats, etc.-->universal technology, 
biological similarities.

• Foolhardy to use it for human reproduction with this 
hitherto inefficient technology with potentials in 
developmental anomalies

• Probably no real medical indications for now
• Tremendous contribution to basic and animal research, 

autologous hESC for study of embryogenesis and 
differentiation high potential for future human therapies

-Keith HS Campbell,2007

14

Thank  You
for

Your Atten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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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職：清華大學科技法律研究所教授 

清華大學生物倫理與法律中心主任 

學歷：Juris Doctor, University of Puget Sound, School of Law  

經歷：清華大學科技管理學院生物倫理與法律中心主任， 

2006.08-迄今 

台灣大學公共衛生學院醫療機構管理研究所兼任教授，2005.02-

迄今 

清華大學科技法律研究所專任教授，2000.8-迄今 

清華大學科技法律研究所所長，2000.8-200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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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生與複製醫學之衝擊
與制度回應

報告人：范建得
清華大學科技法律研究所教授兼

生物倫理與法律中心主任
2008/6/14

2

所有自然科學的研發，皆直接或間接的朝
向於揭開生命的奧秘，這是生命的演化過
程，也是一個全人類最有趣的拼圖解謎遊
戲，一旦生命的謎題被全面破解，就代表
另一次演化的開始，因為在破解謎題的同

時，大自然將被完全破壞！

自然科學是必要但致命的過程！

成和平，人類最重要的 25個科學問題，頁8。

公共政策論壇―人文關懷系列 人類生命的再生與複製

49



3

關於這份報告

• 以制度為主

• 以討論生物技術之相關溝通、規範、管理
的制度化問題為焦點

• 以制度在運作、執行與監督的基本原則為
重心

• 報告內容區分為二：

1. 人類生命延長之科技與展望

2.人類生命延長之衝擊與制度回應

4

I 解開生老病死的陰霾：
人類生命延長之科技與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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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類健康未來展望

• 未來學家對21世紀中期的人類健康預測

– 1.平均壽命增加20-40歲
– 2.人體效能強化

– 3.增強記憶力與心智能力的藥物與療法

– 4.基因科學提高子女免疫力、運動能力、腦力

– 5.人類不死的可能性

Ronald Bailey, Liberation Biology: The Scientific and Moral Case for the Biotech 
Revolution (2005).

6

再生醫學(Regenerative Medicine, RM)

• 美國NIH列出之再生醫學領域：

– 骨髓幹細胞(Bone Marrow Stem Cells)
– 以幹細胞修復神經系統(Repairing the Nervous 

System with Stem Cells)
– 以基改幹細胞從事實驗性基因治療(Use of 

Genetically Modified Stem Cells in 
Experimental Gene Therapies)

NIH, Regenerative Medicine (2006)
http://stemcells.nih.gov/info/scireport/2006report.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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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生醫學(Regenerative Medicine, RM) 

• 美國NIH列出之再生醫學具體發展：

– 骨髓幹細胞Bone Marrow Stem Ccells
– 以幹細胞修復神經系統Repairing the Nervous 

System with Stem Cells
– 以基改幹細胞從事實驗性基因治療Use of 

Genetically Modified Stem Cells in 
Experimental Gene Therapies

• --NIH, Regenerative Medicine (2006)

8

Sources of Stem Cells

Cells from adult tissuesAdult stem cells

Cells from the placenta of newbornsPlacenta derived 
stem cells

Cells from the umbilical cord blood 
of newborns

Umbilical cord
stem cells

Cells from gonads of aborted 
fetusesFetal stem cells

Cells from human blastocystsEmbryonic

DescriptionStem cell typ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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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Alternatives to Embryonic Stem Cells 
from Living Human Embryos

• From dead embryos
• Non-destructive biopsy
• Bioengineered cells (genetically 

altered)
• Reprogrammed adult somatic cel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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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科技的所帶動的人文思維

• 如何發現科學的真實？

• 如何進行科學與人文議題間的對話？

• 如何尋求專業與社會大眾間的妥善溝通？

• 如何推動社會教育追求社會共識並了解共
識之真諦？

• 如何避免劣質的政治經濟操作造成無可回
復的損害？

• 如何充分發揮科技的正面價值以造福人類
並將可能的負面因素降至最低？

12

生物技術對於倫理法律與社會影響
之研究與對應

• 美國國會早於1992年起即開始對於生物倫理之問
題有深刻的認識，其理由主要有三：
– 發現有許多在聯邦層級尚未加以分析的生物倫理問題
存在

– 預期在未來生物倫理問題的發生頻率與急迫性都會增
加

– 認為在美國的公共政策領域中欠缺全國性與機構性的
單位來釐清生物醫藥倫理的角色

• 按照美國處理問題的角度來看，是些科技及其對
於社會的重大影響應可區分為：
– 對於醫藥科學之衝擊
– 對於人類生命與社會之衝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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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技術對於倫理法律與社會影響
之研究與對應(續)

• 相關資訊除瞭解生物倫理問題之源起與內
涵外，更包括不同專業領域之問題，也涉
及群眾認知、教育機制以及共識建立等程
序性問題。

• 面臨生物技術帶來的衝擊時，我們可以相
信它們會帶來許多的好，但是它們也可能
遭到濫用。

• 如何在避免發生濫用時不致過度管制了它
們的發展應是當前最具挑戰性的爭點。

14

生之喜悅與操弄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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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Dreaming of Offspring,  Paul Klee
© 2003 Artists Rights Society  (ARS), NY / VG Bild-Kunst,
Bonn; Photo: Erich Lessing / Art Resource, NY

16

The Impact of Life Science 
Develop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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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fe Manipulation

18

認識基因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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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長久以來的人類恐懼:
Tale of Muddy M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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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現代的複製人疑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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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loning

• Recombinant DNA/ DNA cloning
• Reproductive cloning
• Therapeutic cloning: Embryonic cloning 

to produce stem cells used in research

24

• cloning of Dolly in 1996
• developed by Ian Wilmut

and Keith Campbell at 
Roslin Institute in 
Edinburg, Scotland

• first organism ever to be 
cloned from adult cells

體細胞核移轉(Somatic Cell 
Nuclear Transfer, SC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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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ccess rate: 1 in 2771 in 277

26

“CC” Carbon Copy

• 1996 – Dolly, the sheep 
cloned

Animal Cloning by SCNT

• 1998 – Mice cloned
• 1998 – Cows cloned
• 2000 – Pigs cloned
• 2001 – Cat cloned
• 2002 – Rabbits cloned
• 2003 – Mule cloned
• 2004 – Bull serial-clon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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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Applications of SCNT

• Replication of desirable cells
• Replication of desirable organisms
• Preservation of endangered species and 

restoration of extinct ones

28

“CC” Carbon Copy

• 1996 – Dolly, the sheep 
cloned

Animal Cloning by SCNT

• 1998 – Mice cloned
• 1998 – Cows cloned
• 2000 – Pigs cloned
• 2001 – Cat cloned
• 2002 – Rabbits cloned
• 2003 – Mule cloned
• 2004 – Bull serial-clon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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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uman Cloning?

30

II 人類生命延長之衝擊與制度回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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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衝擊影響領域

• 1.醫療與健康

– 醫學上可行技術是否可以合法實施？健保是否應提供補
助？

– 如何面對社會各界不同意見？

• 2.其他領域

– 就業、退休、社會福利：人類是否應當工作到一百歲才能
退休？月退俸領一百年？老人年金？

– 教育學習：活到老學到老？

– 環境生態：環境生態負擔增加？

– 社會、政治：家庭、家族關係變動；婚姻法、繼承法面臨
改革；老人長期掌權？政治世代如何交替？

– 宗教心靈：傳統宗教、價值觀面臨挑戰

32

生物科技倫理、法律議題特徵

• 1.科技不確定性：基因改造作物是否安全？
人體基因治療之風險？被複製人將帶有健
康瑕疵？

• 2.利益衝突：醫藥專利與窮國人民健康權、
保險與就業之基因歧視

• 3.價值觀、世界觀歧異：胚胎生命價值？是
否允許訂做救命寶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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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科技的四種態度

• 短期樂觀主義：多數企業顧問、趨勢專家
（發現科技在近期內帶來新機會）

• 短期悲觀主義：多數社會學家、倫理學家
（發現科技在近期內引發社會問題）

• 長期樂觀主義：多數科技專家（認為善用
科技終究可解決問題）

• 長期悲觀主義：多數環保主義者（擔心濫
用科技導致資源耗盡、生態破壞）

34

誰有權決定生物科技的使用？

• 消費者？病患？

• 醫療專業人士？科技菁英？產業界？

• 政治人物？民意代表？政府官員？法院？

• 市場？大企業？跨國企業？

• 世界強國？國際組織？

• 哲學家？宗教家？道德先知？

公共政策論壇―人文關懷系列 人類生命的再生與複製

65



35

國際規範與條約：禁止複製人

• 歐洲理事會(Council of Europe)
– 人權與生物醫學公約禁止複製人附加議定書(Additional 

Protocol to the Convention for the Protection of Human 
Rights and Dignity of the Human Being with regard to 
the Application of Biology and Medicine, on the 
Prohibition of Cloning Human Beings, 1998)

• 聯合國(United Nations)
– 聯合國複製人類宣言(United Nations Declaration on 

Human Cloning, Resolution adopted by the General 
Assembly, 23 March 2005)

36

各國法律規範：胚胎研究
• 德國

– 1990，胚胎保護法
– 禁止對人類個體、胚胎為基因改良、混合技術，並
對體外受精、人類胚胎之干擾予以限制，違反者處
五年以下有期徒刑或科罰金。

• 英國
– 1990，人體受精與胚胎學法
– 類似德國的禁止規定。違反者處十年以下有期徒刑
或科罰金。

• 法國
– 1994, 生命倫理法：禁止將未受精卵之核取出，再
取出其體細胞移植到人類胚胎內，之後再將該胚胎
植入母體內。違反者處二十年以下有期徒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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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國法律規範：胚胎研究

• 美國
– 1997，總統命令

– 禁止以聯邦政府資金補助人類幹細胞研究
（不及於私人研究）。

• 日本
– 2002，規範基因技術法（ヒトに関するクロー
ン技術等の規制に関する法律）

– 禁止生產人類基因個體、人與動物基因改
良、混合個體之行為。違反者處十年以下有
期徒刑或科罰金。

38

台灣的人工生殖法(2007年3月21日制訂
公布)

• 第16條：實施人工生殖，不得以下列各款之情形或
方式為之：

• 一、使用專供研究用途之生殖細胞或胚胎。
• 二、以無性生殖方式為之。
• 三、選擇胚胎性別。但因遺傳疾病之原因，不在此
限。

• 四、精卵互贈。
• 五、使用培育超過七日之胚胎。
• 六、每次植入五個以上胚胎。
• 七、使用混合精液。
• 八、使用境外輸入之捐贈生殖細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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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類胚胎及胚胎幹細胞研究倫理政
策指引(2007年8月9日訂定公布)

• 胚胎及其幹細胞研究不以下列方式為之：

• （一）使用體細胞核轉植技術製造胚胎並植入子
宮。

• （二）以人工受精方式，製造研究用胚胎。

• （三）製造雜交體。

• （四）體外培養已出現原條之胚胎。

• （五）繁衍研究用胚胎或將研究用胚胎植入人體或
其他物種之子宮。

• （六）繁衍具有人類生殖細胞之嵌合物種。

• （七）以其他物種細胞核植入去核之人類卵細胞。

40

制度的反省

• 決策、管制架構缺乏整合

• 菁英化論述

• 未重視社會實證研究

• 忽視科技民主與人民參與

• 忽視價值多元

• 缺乏凝聚共識機制

公共政策論壇―人文關懷系列 人類生命的再生與複製

68



41

英國再生醫學與胚胎研究管理制度

• 英國人類受精與胚胎學管理局(HFEA)
– 專家委員會＋公共諮詢→整合專家與公民意見

– 公共諮詢案例：人獸混合胚胎
(http://www.hfea.gov.uk/en/372.html)

• 由於研究用人類卵子的來源不足，透過混合人類和動物細胞方法，
製造人類與動物的「嵌合體」(chimera)便可以解決研究用卵子不足
的問題。雖然開放人獸混合胚胎研究對治療人類疾病提供新希望，
但卻也引發道德與法律爭議。鑑於這種研究的必要性以及利益，為
尋求科學界和公眾之間共識，以及釐清相關道德爭議，HFEA即進
行公共諮詢以尋求共識。

• HFEA表示這項公共諮詢並不僅是民意調查，而是包含了許多議題
的充分討論。經過參考一切證據之後，HFEA認為並沒有根本上的
反對理由以阻止人獸混合胚胎研究。不過，HFEA並不會對人獸混
合胚胎研究完全開放，惟有申請者能證明研究計畫的必要性，且經
過謹慎及仔細審查之後才會加以許可。

• 於2008年1月17日，英國人類受精與胚胎管理局(HFEA)批准了兩件
人獸細胞質混合胚胎（cytoplasmic hybrid embryos）之研究許可。

42

加州再生醫學與胚胎研究管理制度

• 加州再生醫學研究所(CIRM)
– 於2004年11月，美國加州公民投票通過71號「幹細胞研究與療法創制

案」(Proposition 71, the California Stem Cell Research and Cures 
Initiative)，允許州政府設置「再生醫學研究所」(California Institute for 
Regenerative Medicine, CIRM)，預計將提供30億美元補助加州研究機
構從事幹細胞研究，是世界最高額的幹細胞研究補助計畫。

• CIRM公眾信任機制
– 獨立公民監督委員會(Independent Citizens Oversight Committee, 

ICOC)
– ICOC is the 29-member governing board for the Institute. The ICOC 

members are public officials, appointed on the basis of their 
experience earned in California's leading public universities, non-
profit academic and research institutions, patient advocacy groups 
and the biotechnology indust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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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內管理制度改進建議

• 促進社會深度溝通：生命倫理教育、繼續教育、
專業團體中介

• 以社會實證研究補充理論研究，避免陷入抽象理
念或意識型態爭論

• 維護私人事務與公共事務適當分際；並尊重個人
自主

• 尊重少數與價值多元

• 以輔導性、協調性、獎勵性措施取代強制手段；
由管制型政府到服務型政府

• 加強程序正義與科技民主：公民參與、公共諮詢

• 建立凝聚共識機制：國家生命倫理委員會

44

結 論

• 台灣知名科學家沈君山先生，曾經指出了科學
對於人類的三種持續的衝擊與影響；即「對人
類認知的衝擊」、「對生活方式的衝擊」、
「對倫理規範的衝擊」。

• 沈先生也表示，科學有規範但不一定有主觀；
科學架構的理論體系往往不帶有主觀價值判
斷。然則在科學進一步擴大它的影響範圍，並
應用於人類的社會時，將無可避免的必須去接
受各種社會科學價值觀的挑戰以及檢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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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生醫學與複製科技之衝擊與制度回應 

范建得 

（清華大學科技法律研究所教授、清華大學生物倫理與法律中心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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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現代再生醫學與複製科技的進展，可望能滿足人類治療疾病與延長生命上的

更多需要。不過，為了滿足這些單純的需要，前提是必須能一一解決科技不確定

性、利益衝突、價值歧見與資源分配的爭議。亦即，在新興醫療科技的研發與應

用過程中，我們必須適當處理諸多倫理及法律問題，才能醫療科技的潛力獲得合

理發展。由於醫療科技的研發與應用，涉及人類尊嚴與病患福祉等重大價值，因

此應由社會各界多元力量共同參與其思辯及決策過程，才能使科技發展符合全民

利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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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內容將分成以下部分：本文首先將簡介現代再生醫學與複製科技的展望

與科技（本文貳部分）。其後，本文將討論再生醫學與複製科技所衍生的倫理、

法律議題（本文參部分），並針對醫療科技決策與管理制度，提出檢討與改進參

考實例（本文肆部分）。最後，本文之結論為，為建立適當規範引導醫療科技的

發展，除了討論個別議題與個別規範的內容之外，我們也必須有社會深度溝通與

理性辯論的機制，才能使各項規範的內容合乎社會價值與人民期待。因此如何建

構合乎科技民主與程序正義的機制，以及匯集社會共識的平台，便是目前醫療科

技政策與法律的關鍵基礎建設。 

貳、人類生命延長之展望與科技 

我們正生活在醫療科技突飛猛進的時代，根據 Ronald Bailey 的預測，在 21 世

紀中期的人類，可望因醫療進步而享受各種健康福祉，例如：一、平均壽命增加

20-40 歲；二、人體效能強化；三、出現增強記憶力與心智能力的藥物與療法；四、

以基因科學提高子女免疫力、運動能力、腦力；五、人類不死的可能性。1 

在前述的未來醫學發展中，再生醫學（Regenerative Medicine）與複製科技

（Cloning Technology）是其中的重要關鍵。 

所謂再生醫學，簡而言之就是修復人體受損器官與組織的一門醫學科技，尤

其是利用幹細胞研究與組織工程製造各種人工器官，以及特定種類的組織與細

胞。針對再生醫學的應用，美國國家衛生研究院（NIH）列出了目前幾項主要的發

展方向：一、骨髓幹細胞（Bone Marrow Stem Cells）研究；二、以幹細胞修復神

經系統（Repairing the Nervous System with Stem Cells）；三、以基改幹細胞從事實

驗性基因治療（Use of Genetically Modified Stem Cells in Experimental Gene 

Therapies）。2 

雖然再生醫學有改善人類健康的許多潛力，但是其中涉及人類幹細胞（Stem 

Cells）研究，因此成為國際間爭論不已的話題。幹細胞具有分化為各種細胞的能

力，所以是製造人工器官與組織所必須。雖然人類幹細胞可由臍帶血幹細胞

（Umbilical cord stem cells）及成體幹細胞（Adult stem cells）等來源獲得，但胚胎

                                                 
1  Ronald Bailey, Liberation Biology: The Scientific and Moral Case for the Biotech Revolution (2005). 
2  NIH, Regenerative Medicine (2006).見 http://stemcells.nih.gov/info/scireport/2006report.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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幹細胞（Embryonic Stem Cells）因為屬於最原始的未分化細胞，可塑性及活力最

強，因而成為最理想的研究材料。不過，因為取得胚胎幹細胞必須破壞胚胎，從

而引發是否侵害胚胎生命的倫理疑慮，也成為各國限制胚胎幹細胞研究的主要理

由（詳後）。於 2007 年，美國與日本科學家藉由基因重組技術，以皮膚細胞成功

培養出幹細胞。這項科技突破固然可為解決幹細胞倫理爭議帶來希望，但是其實

際應用於治療仍有待進一步發展，因而近期內胚胎幹細胞爭議仍未能完全解決。3 

而在複製科技方面，當代的科技突破則是來自於 1996 年製造桃莉羊（Dolly）

的體細胞核移轉（Somatic Cell Nuclear Transfer, SCNT）技術。這個技術的重要之

處，在於能夠使用已分化的成體細胞製造出具有相同基因的胚胎。4事實上，體細

胞核移轉技術的應用，可分為生殖性複製（Reproductive Cloning）與治療性複製

（Therapeutic Cloning）二種。在前者的情形，可以製造出複製羊桃莉羊，乃至於

想像中的複製人；而後者情形則是製造出具有相同基因的細胞、胚胎幹細胞或人

體組織。在生殖性複製方面，如果只是應用於動物研究，自然較少引起倫理爭議；

如果是用於製造複製人，則是國際間加以禁止的領域（詳後）。至於治療性複製，

雖然因為具有醫療潛力而受到重視與肯定，但如果涉及製造出研究用胚胎與胚胎

幹細胞，則也會面臨胚胎生命權的爭議。 

參、再生醫學與複製科技之倫理、法律議題 

再生醫學與複製科技所帶來的衝擊，除了當前倫理、法律爭議之外，其實還

會對人類社會具有長遠的結構性影響。茲分別說明之： 

一、當前爭議問題 

目前再生醫學與複製科技仍處於起步階段，其研發與應用上仍有諸多可能性

有待檢討。為平衡科技發展之風險與利益，目前倫理、法律學者所關心的主要議

題如下： 

（一）關於再生醫學之議題 

1. 胚胎地位與胚胎保護：胚胎是否為人？破壞胚胎是否為「殺人」？相較於

                                                 
3 見楊明暐，皮膚培育幹細胞 美日重大突破，中國時報，2007 年 11 月 22 日。 
4 I. Wilmut, A. E. Schnieke, J. McWhir, A. J. Kind & K. H. S. Campbell, Viable offspring derived from 

fetal and adult mammalian cells, Nature 385, 810 - 813 (27 February 19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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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人類細胞，對於胚胎是否應有特別之規範方式？是否一概禁止胚胎研

究以保護胚胎？或有條件禁止胚胎研究？ 

2. 研究用胚胎來源：因目前研究用胚胎數量不足科學家所需，可否使用以下

來源胚胎供科學研究：人工流產後之胚胎組織？人工生殖後擬銷毀之多餘

胚胎？以體細胞移轉技術製造人類胚胎或人獸混合胚胎？由捐贈者精卵製

造之胚胎？ 

3. 胚胎研究目的限制：除研究修補人體器官與組織，可否以胚胎從事複製人

與人類基因改造研究？可否植入母體用於生殖醫學研究？ 

（二）關於複製科技之議題 

1. 複製人類與生殖權：複製人類是否屬於「生殖自由」與「生殖權」範圍？

法律應否加以禁止？ 

2. 被複製人之人格與人類地位：被複製人是否為人？是否享有與一般人相同

之平等法律權利（自由權、社會權、人格權、受扶養權、繼承權）？是否

需要更進一步之法律保護，以免其遭受不當利用或侵害？ 

（三）當前議題之規範 

1. 各國胚胎研究規範 

a. 德國 1990 年胚胎保護法：禁止對人類個體、胚胎為基因改良、混合技術，

並對體外受精、人類胚胎研究加以限制，違反者處五年以下有期徒刑或

科罰金。 

b. 英國 1990 年人類受精與胚胎學法：人工受精與胚胎研究僅限於法定範

圍，胚胎研究須事前申請許可執照，違反者處罰金或徒刑。本法於 2008

年修訂時，明文許可人獸混合胚胎，並允許訂做「救命寶寶」（Savior 

Sibling）拯救患病兄姐。 

c. 法國 1994 年生命倫理法：禁止生殖性複製。 

d. 美國 1997 年總統命令：聯邦政府補助僅限於特定細胞珠，但各州政府之

補助與私人研究不受本命令所規範。 

e. 日本 2002 年規範基因技術法：禁止生產人類基因個體、人與動物基因改

良、混合個體之行為。 

2. 禁止複製人國際規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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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歐洲理事會（Council of Europe）1998 年人權與生物醫學公約禁止複製人

附加議定書。 

b. 聯合國（United Nations）2005 年聯合國複製人類宣言呼籲禁止複製人類。 

3. 國內生殖醫學與再生醫學現行規範舉例： 

a. 人工生殖法：實施人工生殖，不得以下列各款之情形或方式為之：「一、

使用專供研究用途之生殖細胞或胚胎。二、以無性生殖方式為之。三、

選擇胚胎性別。但因遺傳疾病之原因，不在此限。四、精卵互贈。五、

使用培育超過七日之胚胎。六、每次植入五個以上胚胎。七、使用混合

精液。八、使用境外輸入之捐贈生殖細胞。」（人工生殖法第 16 條） 

b. 衛生署人類胚胎及胚胎幹細胞研究倫理政策指引：「胚胎及其幹細胞研

究不以下列方式為之：（一）使用體細胞核轉植技術製造胚胎並植入子

宮。（二）以人工受精方式，製造研究用胚胎。（三）製造雜交體。（四）

體外培養已出現原條之胚胎。（五）繁衍研究用胚胎或將研究用胚胎植

入人體或其他物種之子宮。（六）繁衍具有人類生殖細胞之嵌合物種。

（七）以其他物種細胞核植入去核之人類卵細胞。」（政策指引第 3 點） 

二、未來長期議題 

未來當再生醫學與複製科技逐步成熟，其安全性與實用性也獲得證實之後，

其實尚有更多的社會挑戰需要面對，例如： 

1. 醫療與健康領域：對於已成功之新醫療技術與產品，健保是否應該提供補

助？是否應補助所有人能享用新科技成果？或僅能由具有財力者自費使用

新醫療科技？ 

2. 就業、退休、社會福利領域：當醫療科技能延長人類生命，人類退休年齡

是否應加以延後（是否應當工作到一百歲才能退休？）退休金與年金支付

制度應否調整（月退俸領一百年）？ 

3. 家庭、社會、政治領域：婚姻法是否需要調整（與伴侶「百年」好合是否

為好事）？人類壽命延長是否導致老人長期掌權？政治世代如何交替？ 

4. 環境生態領域：人口壽命延長之後，是否將增加環境生態負擔？ 

5. 宗教、心靈、哲學領域：醫療科技的突破，是否將使教義或信仰受到挑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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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否導致人類形象與人類定義需要改變？是否需要重新調整我們對於「身

體」與「生命」的看法？ 

肆、醫療科技之決策與管理 

一、醫療科技爭議之特徵 

在當代多元、民主的社會，對於涉及價值判斷的事務，常引發不同立場人士

之間的歧見。以國內科技政策為例，在興建科技設施或系統時，如果涉及國民健

康、個人隱私等敏感議題，往往引發激烈爭議，過去的「國民卡」5與「核四案」6

即為適例。而在醫療科技領域，國內在代理孕母議題上向來即有價值爭議，導致

目前國內迄今未能針對代理孕母制訂完整法律規範。7而在墮胎議題上的爭執，更

導致優生保健法十餘年來遲遲無法完成修訂。8 

當我們觀察醫學科技引發的各種爭議，可以歸納出以下幾個主要的爭議原因： 

1. 科技不確定性：例如，基因治療人體試驗是否安全？基因檢測是否有「偽

陽性」或「偽陰性」誤差？新醫學技術與產品是否具有可靠臨床療效？ 

2. 利益衝突：例如，醫藥專利與人民健康權之衝突、保險與就業之基因歧視。 

3. 價值觀、世界觀歧異：與科技本身的安全性無關，且不涉及金錢或經濟利

益考量，這類例子如胚胎生命價值，是否允許訂做救命寶寶，利用科技是

否合乎「自然」與宗教教義，生殖科技是否反而妨礙女性自主權等等。 

二、醫療科技發展之影響者 

鑑於醫療科技影響人民健康福祉甚鉅，但卻常出現許多倫理、法律爭議，因

此應當如何決定醫療科技的發展方向，即成為首要問題。然而，我們在此必須注

意的是，究竟何人才有資格決定醫療科技的發展？關於可能影響醫療科技發展的

                                                 
5 國民卡計畫之相關報導與社會評論資料，見 

http://www.iis.sinica.edu.tw/~hoho/bookmarks/ccard.html。 
6  大法官解釋釋字第 520 號。 
7  目前人工生殖法第 11 條將實施人工生殖限於「夫妻」之間，因此在解釋上是禁止「夫妻」之外

的代理孕母。不過，違反該法規定的法律後果只有醫師移付懲戒的行政罰（人工生殖法第 35 條），

至於代理孕母契約的法律效力，以及代理孕母所生子女的法律地位，均未有所規定。 
8  優生保健法修法爭議與各方提出的新法草案，見「生育保健法」大事紀（台灣女人健康網）：

<http://www.twh.org.tw/11/02-2.as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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利害關係人、機關、組織與意見領袖，我們可以整理出以下幾類： 

1. 病患、消費者與各種民間團體 

2. 醫事人員、醫療機構、科技界人士 

3. 生物科技公司、製藥公司、保險機構與跨國企業 

4. 行政、立法、司法機關與政治人物 

5. 哲學、倫理、社會、法律學者專家與宗教界人士 

6. 醫療科技先進國家與國際組織 

本文認為，如果要實現科技為全民所用的理想，則醫療科技的發展決定，應

以「公開透明」、「平等參與」、「理性溝通」、「尊重多元」的精神進行，方

能實現「科技民主」的理念。因此，首先我們應當重視各方利害關係人的立場與

利益，不宜預設固定立場與方向，更不應偏袒特定人士或團體之意見。其此，則

是參考各界學者專家意見及國際趨勢，以制訂出符合國內需要及國際標準的規範

方式。 

三、國內醫療科技之決策及管理缺失 

關於醫療科技的發展，我們經常必須面臨兩難處境：如果因為社會爭議而使

醫療進步受到阻礙，則勢必影響國民健康的提升；但另一方面，如果發展醫療科

技不顧社會爭議，則可能因決策錯誤而導致資源浪費及人權受侵害。因此，如何

建立一個具有公信力與可信賴性的決策程序，即成為當務之急。然而，國內當前

在醫療科技上的決策及管理程序卻有如下問題： 

1. 決策、管制架構缺乏整合：對於上游階段之基礎研究、中游階段之技術產

品開發，及下游階段之臨床應用與市場管理間，乃至於涉及跨部會之事務，

缺乏制度性的整合協調機制。 

2. 菁英化論述、忽視科技民主及人民參與：政策推動者與主管機關之決策，

常過度自信或過度仰賴學者專家意見，而在程序正義上的「公開透明」及

「平等參與」不足。 

3. 缺乏嚴謹客觀之實證研究與評估標準：各項議題之官方決策或各界人士之

主張，其證據基礎往往不足，其分析評估方式亦不夠周延。 

4. 忽視價值多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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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缺乏凝聚共識機制。 

四、醫療科技決策與管理改進參考實例 

國內在醫療科技上的決策及管理程序，向來是以程序不透明、資訊不公開為

慣例。即便主管機關推動許多動用龐大經費的研究計畫，或其管理涉及人民權利

義務，外部人員及一般公眾均無法有參與及監督之機會。因這種決策及管理程序

已無法符合當代科技民主之理念，因此實有改善之必要。本文以下即介紹英國及

美國在醫療科技上的決策與管理模式為例，作為日後國內改進之參考。 

（一）英國人類受精與胚胎學管理局（HFEA） 

根據英國 1990 年人類受精與胚胎學之授權，HFEA 具有核發胚胎研究許可之

權限。不過，HFEA 在決策上並未只是以內部作業進行，而是經常以公共諮詢（public 

consultation）徵求外部學者專家與一般人民的評論意見，因而能使其決策更具備專

業與社會共識基礎。HFEA 近年來所從事的公共諮詢包括：研究用卵子捐贈、性別

選擇、胚胎植入前遺傳診斷、人獸混合胚胎研究等等。9 

（二）美國加州再生醫學研究所（CIRM） 

於 2004 年 11 月，美國加州公民投票通過 71 號「幹細胞研究與療法創制案」

（Proposition 71, the California Stem Cell Research and Cures Initiative），允許州政

府設置「再生醫學研究所」（California Institute for Regenerative Medicine, CIRM），

預計將提供 30 億美元補助加州研究機構從事幹細胞研究，是全世界最高額之研究

補助資金。10鑑於幹細胞研究之倫理爭議特質，且「再生醫學研究所」掌握金額龐

大的研究預算，因此該機構之運作如何能符合高度的倫理及醫學標準，便成為其

適當履行法律義務與政治責任之關鍵。 

CIRM 之治理機構為獨立公民監督委員會（Independent Citizens Oversight 

Committee, ICOC）。ICOC 具有 29 名成員，分別來自公立大學、研究機構、病患

團體與生物科技產業。11在 CIRM 官方網頁上，對於 ICOC 之成員名單，成員應遵

循之利益衝突守則（Conflict of Interest Code）、科學與醫學標準、智慧財產權政

                                                 
9  http://www.hfea.gov.uk/en/380.html。 
10 http://www.cirm.ca.gov/。 
11 http://www.cirm.ca.gov/faq/default.as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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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等規範，均有加以公開。12而 ICOC 會議之日程與地點，均事先公布，且開放一

般民眾到會議列席發言。13 

伍、結論與建議 

為了善用再生醫學與複製科技促進國人健康，我們應當謹慎面對其引發的各

項倫理、法律疑義。不過，鑑於相關議題往往涉及對科技、利益與價值觀的歧見，

我們除了關心相關決策與規範的內容之外，更必須重視產生決策與規範的程序與

制度，方能使醫療科技發展符合社會需求與人民福祉。因此如何建構合乎科技民

主與程序正義的機制，以及匯集社會共識的平台，便是目前醫療科技政策與法律

的關鍵基礎建設。就此，本文建議以下改進方向，作為本文之結束： 

1. 促進社會深度溝通：加強人民生命倫理教育；對醫事人員提供繼續教育補

充科學新知與倫理觀念；鼓勵專業性、學術性團體提供政策建言。 

2. 在國內各相關部會間，建立醫療科技政策之制度性協調整合機制。 

3. 加強程序正義與科技民主：擴大人民參與及監督之管道；以公開透明措施，

使決策程序及決策者能受到社會監督，並落實政治、法律及倫理層面之課

責。 

4. 加強政府部門決策與管理之證據基礎與分析評估方法 

5. 尊重價值多元與私領域個人自主。 

6. 建立凝聚共識機制：設立國家生命倫理委員會，以主動研究醫療科技各項

倫理法律議題，並收集社會各界意見，作為政府施政之參考。 

                                                 
12 http://www.cirm.ca.gov/reg/default.asp。 
13 http://www.cirm.ca.gov/meetings/default.as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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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篤堅 簡歷 

現職：臺北醫學大學醫學人文研究所教授兼所長 

學歷：密西根大學安娜堡分校文化與歷史社會學博士 

經歷：臺北醫學大學黃際鑫醫師人文講座教授 2007.3 迄今 

行政院生技產業策略諮議委員會第二屆委員 2007 迄今 

行政院社會福利推動委員會長期照顧制度規劃小組諮詢顧問

2005.9 迄今 

行政院人權保障推動小組第六屆諮詢委員 2006.8 迄今 

行政院青年輔導委員會青年行動計畫諮詢小組委員 2006 迄今 

行政院青年輔導委員會 2007 國家青年公共參與獎複審委員

2007 迄今 

行政院青年輔導委員會 2008 國家青年公共參與獎複審委員

2008 迄今 

國家衛生研究院人體試驗醫學倫理委員會委員 2007.7 迄今 

行政院衛生署自殺防治中心「顧問督導委員會」委員 2006 迄今 

社團法人台灣社會改造協會常務理事 2003 迄今 

社團法人台灣生命倫理學會常務理事兼學術委員會召集人

2004.6 迄今 

文化研究學會理事 2007 迄今 

嘉義縣政府縣政顧問 2006 迄今 

新竹縣衛生局部落社區健康營造輔導委員 

2008.2.20~2008.12.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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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醫學大學學術倫理案件審議委員會 2007.8.1~2008.7.31 

臺北醫學大學人體試驗委員會委員 2007.8-2009.7 

德陽生技創業投資股份有限公司董事 2006.6  

財團法人台北市北投文化基金會第三屆董事 2006.3 

財團法人屏東基督教醫院醫學倫理委員會委員 2007.1.1 

台北護理學院護理助產所兼任教授 2006.2 

陽明大學衛生福利研究所兼任教授 2007.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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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類生命的再生與複製：倫理爭議於法律挑戰 

引言摘要 

蔡篤堅 

（臺北醫學大學醫學人文研究所所長） 

 

幹細胞研究的突破與人類基因體醫學的發展，可說是當代醫學最具前瞻性的

科技突破，也帶來了新的倫理法規議題的挑戰，而兩者間的對照，更能夠由科學

的基礎導引我們思索如何面對相關的倫理法律困境。其中最主要的憂慮，來自我

們面臨新醫療科技與視野導引下必然引發典範價值轉移的無所適從，更關鍵的因

素在於習以為常的觀點無法賦予新的情境不悔的註腳，其中幹細胞研究的特殊之

處，在於如同大海撈針般的在正常細胞中找尋可能的候選標的，或是要透過珍貴

的卵子或是賸餘胚胎才有可能取得，如此珍貴的來源原本就屬於非常私密的領

域，可是卻牽涉到生命的本質與社群信仰與價值的根本挑戰，所以引發的爭議有

著公領域介入不同層次私領域的屬性；然而具有流行病學與人口機率特質的基因

體醫學發展，乃至各國基因資料庫所引發的爭議，卻有著私領域個人隱私保護的

主張介入多元公共福祉建設或是藥品研發的特質。也因此，啟蒙運動以來，單純

地以是非善惡對錯等二元對立的概念來尋覓永恆的價值與真理的視野，反而引發

更多的爭議而讓人更顯得無所適從。可是符合時宜的倫理爭與法規討論反而讓好

不容易走出科學界的新典範可能，倒退回到實驗室中的風暴，無法成為世人與科

學家共同援引創造新時代科技與人際關係的契機，以道德權威為名助長既存的不

平等關係與延續過時的科學與人文典範，這才是討論相關議題時面臨最大的遺憾。 

藉由分析攸關救命寶寶的媒體報導，不難發現以二元對立的觀點來塑造所謂

的持平之論，已然成為主流文化霸權運作的常態。然而如果由相對的敘事出發，

所謂的爭議不過是各個由不同立場與經驗出發的真誠表白，這代表科學與倫理的

基礎價值已然存在。然而在不同的層次如何建立相關人士合適的公私領域表白與

摸索的自由，免於他種價值得挑戰，又留存新價值開創的空間，是轉向後現代的

多元社會我們還要學習摸索的事，而其中運用同情共感的模式互相理解以便累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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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適的參與營造相關公共論述的質地，讓多元觀點的呈現本身是科技發展的目標

也是媒介，塑造合適導引新醫學與科技乃至於價值典範轉移的社會力量，才有能

力更進一步洞見幹細胞研究與基因體醫學必然匯流的繁複景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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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 華 簡歷 

現職：國立政治大學哲學系講座教授兼人文中心 

主任 

中央研究院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合聘研究員 

學歷：美國康乃爾大學哲學博士 

經歷：國立政治大學哲學系講座教授兼系主任 

國立中正大學哲學系教授兼系主任 

中央研究院中山人文社會科學研究所研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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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的再生與複製：
胚胎幹細胞研究的倫理議題

戴華
政治大學哲學系教授
政治大學人文中心主任

2

為何可以有這些
例外？

為何需要這些限
制？

哪些例外？

若有例外，需
要附帶什麼限
制？

2. 不可，但
可以容許例
外

為何沒有例外？
可能有例外嗎？

為何不可？1. 絕對不可B. 不可

為何需要這些限
制？

需要附帶什麼
限制？

2. 可以，不
過…

為何無顧慮？真的沒問題？1. 可以，沒
問題

A. 可以

找出理據找出理據進一步省思進一步省思初步答案初步答案可以嗎？可以嗎？

思考「胚胎幹細胞研究」倫理議題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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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德危險地帶道德危險地帶 !!

有關胚胎幹細胞研究的倫理議題，我們需
要審慎地避免「可以，沒問題」的答案：

儘管（或者即使）這樣的研究可望產生革
命性的醫療技術，為人類帶來莫大福祉，
但是，卻蘊含許多道德上令人憂慮的問
題，其中，最重要的，莫過於胚胎的道德
地位(moral status)。

4

當重大的人類福祉促使我們必
須進行胚胎幹細胞研究時…
唯有當某種類型的胚胎幹細胞研究可望為我
們帶來的福祉，顯然高高凌駕於其可能讓我
們面臨的道德憂慮時，我們才能採取「可
以，但是…」的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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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德爭議

當社會政策遇上道德爭議時：

如果認為「絕對不可」，這是不是社會共
識？

如果不是社會共識，如何在不違背民主多元
社會基本價值的情況下，解決這種可能出現
的道德爭議，以建立大家都能接受（至少勉
強接受）的公共政策？

做為民主社會的公民，我們有權利希望社會
政策能建立在自己能接受的道德原則上，但
恐怕不能期望社會政策建立在只有自己（特
定個人或社群）所接受的道德原則上。

6

異中求同？

所以，當遇到道德爭
議，兩極看法難以獲致
共識時，我們只有希望
能在現有的法治基礎之
上，進行各種不同意見
之間的公共對話，至少
企盼達成「不可，但可
以（在大家都可以接受
的限制下）容許例外」
的解決辦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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幹細胞的來源

成人幹細胞

胚胎幹細胞

臍帶血

流產的胎兒：自然和人工

胚胎幹細胞研究可望帶來的福祉，是否足以
證明，這種研究是合理的？其他類型的幹細
胞研究是否可望提供同樣程度的福祉？

8

胚胎幹細胞的來源

人工流產得到的胚胎組織

人工生殖後擬銷毀的多餘胚胎

以體細胞核轉植術製造的人類胚胎
或混種胚胎

為研究使用而由捐贈者精卵製造之
胚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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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ernational Bioethics Committee, 
UNESCO
若容許胚胎幹細胞研究，那麼就應該有嚴
格的監督和限制，例如：

這種研究在醫學上的應用，必須是「清
楚可以辨識的醫療應用」，而非出於
「不重要或者以美容為目的、與醫療無
關的欲望」，更不可以「為了優生而進
行身心特徵的增強(enhancement)」。

在任何情況下，人類胚胎的捐贈都不可
以是商業的交易行為，而且一定要採取
積極辦法來阻止金錢的動機。

10

英國1990年「人類生殖與胚胎研究法案」

容許對於形成後二週內的胚胎進行研究，
但是僅限於以下研究目的：

為了進行有關治療不孕症的研究。

為了增進有關遺傳疾病的知識。

為了增進有關流產原因的知識。

為了研究有關尚未植入子宮的胚胎是否
帶有異常基因或染色體的檢驗技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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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1-98年間，在英國經由
試管受精所製造的胚胎

237,603未使用，銷毀

118研究過程中製造

48,444研究用

183,786貯藏備用

351,617治療不孕

763,509總數

12

在考慮胚胎來源是否可被容許時，應給予
早期（兩週內）胚胎什麼樣的道德地位？

在所有的胚胎研究，而不只是在胚胎幹細胞
研究中，「被研究的胚胎」本身不能得到任
何利益，而且最後都會被摧毀；因此，「被
研究的胚胎」都完全被當成工具。

由於這些胚胎都至少有可能發展成人，因
此，無論其是否已經應該被賦予任何人都應
該享有的道德地位，我們都應該同意，在考
慮是否容許胚胎研究時，我們確實走進了道
德危險地帶。

需要考慮的問題是：胚胎的道德地位是否使
得我們在任何情況下都不可進行胚胎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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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既有的共識中，尋求進一步共識

為什麼「自然流產的胎兒」是可被容許的幹
細胞來源？

是否某些「人工流產」可被容許？若然，則
這些人工流產的胎兒難道不是可被容許的幹
細胞來源？

若當事人不願意將人工生殖後的剩餘胚胎捐
贈給別人（生育之用），以致於這些胚胎只
有被銷毀一途，那麼，如果以上兩種幹細胞
來源是可被容許的，此一來源（剩餘胚胎）
可不可以被容許？

14

一項經驗事實

「不同的估計之間或許有很大差異，但是某
些研究顯示，在一般的健康女性中，有三分
之二到四分之三的受精卵不能在子宮內著
床，其中，有些受精卵之所以流失，是因為
人體中複雜的生物過程將具有基因或染色體
異常的胚胎篩檢淘汰所致。」

Ronald M. Green, Dartmouth Colle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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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自然流產的胎兒、(b)自然淘汰的早期胚
胎、和(c)人工生殖後只有被銷毀一途的剩
餘胚胎，是否都可視為「實際上沒有發展成
人之可能」的人類早期生命？

如果可以，那麼，若用(a)來進行胚胎研
究，是可被容許的，用(c)來進行胚胎研
究，是否亦然？

16

另一種胚胎來源：
以「體細胞核轉殖技術」製造的
人類胚胎或混種胚胎

假使胚胎的道德地位不致於使得胚胎研究難
以避免地算是道德上all-things-considered的錯
誤，這種胚胎來源（複製胚胎）即使可被容
許，卻仍須面對「複製人」的道德憂慮。

「複製人」仍被禁止，而這種來源會增加
「複製人」產生的可能性。

因此，只有在「可以透過嚴格的管制與監督
來確保這樣的情形不會發生」的必要條件
下，才可考慮容許此一來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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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何「蓄意製造人類胚胎，但無意讓所製造的
胚胎發展成人」的行為，都有道德問題，需要
justification。果真如此，我們應該首先採取
“presumption”，反對或質疑此種行為。

問題是：我們可否因為這種行為的目的或動機
在於謀求重大福祉，而容許例外？什麼樣的福
祉可以讓我們容許例外？（這樣的福祉乃構成爾
後研究成果必須被限定的應用範圍。）

是否可以用「體細胞核轉殖技術」或者「捐贈
的精卵」來製造胚胎幹細胞研究所需的胚胎，
就端賴我們是否可以容許這種例外而定了。

專為研究來製造人類胚胎，
是否可被容許？

18

英國的政策回應(May 2008)：不使用「複製
人類胚胎」，轉而使用「複製混種胚胎」

MPs back hybrid embryo research

The government has 
survived two big challenges 
to its controversial plans to 
change the law on embryo 
research for the first time in 
20 years.

A cross-party attempt to ban hybrid 
human animal embryos was defeated on 
a free vote, by 336 to 176. 
Catholic cabinet ministers Ruth Kelly, 
Des Browne and Paul Murphy voted for a 
ban. PM Gordon Brown and Tory leader 
David Cameron both opposed it. 
A bid to ban "saviour siblings" was voted 
down by 342 votes to 163. 
The votes followed two impassioned 
debates in the committee stage of the 
Human Fertilisation and Embryology Bill, 
aimed at updating laws from 1990 in line 
with scientific advances. 

Page last updated at 21:57 GMT, Monday, 19 May 2008 22:57 U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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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 語

有鑑於胚胎幹細胞研究的道德爭議性，持續廣
泛的公共辯論是有必要的。

為了讓這些辯論能夠理性進行，並且奠基在有
關幹細胞研究的正確知識上，公眾教育和相關
資訊的提供，也應同時推動。

如果我們因為未來的重大福祉而在政策上容許
有限度地進行胚胎幹細胞研究，那麼，政府也
應制訂相關的健保政策，確保爾後的成果能夠
由全民公平分享。

20

感謝聆聽！請多指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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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惠馨 簡歷 

現職：國立政治大學法學院院長 

國立政治大學法律學系專任教授  

現任：中國法制史學會第 16 屆理事長  

教育部顧問室兼任顧問 

（民國 95 年 8 月 1 日～民國 96 年 7 月 31 日）  

學歷：德國雷根斯堡大學法學博士 

（1981 年 4 月 1 日～1987 年 4 月 31 日） 

德國法蘭克福大學Ｍax-Planck 歐洲法制史研究中心進修 

（1987 年 5 月 1 日～1988 年 1 月 31 日） 

政治大學法律學系專任教授 

（1994 年 8 月 1 日～迄今） 

國立政治大學法律科際整合研究所第 2 任所長 

（2005 年 8 月 1 日～2007 年 7 月 31 日） 

經歷：台灣性別平等教育法的草擬人 

（計畫主持人、草案擬定召集人） 

教育部顧問室顧問 

（民國 94 年 8 月 1 日～民國 95 年 7 月 31 日） 

總統府性別主流化諮詢顧問小組副執行長 

（民國 94 年 7 月 11 日～民國 95 年 7 月 10 日） 

國立政治大學 92 學年度教學特優教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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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國 92 年 8 月 1 日～民國 93 年 7 月 31 日） 

財團法人婦女權益促進發展基金會第 3 屆常務董事 

（民國 92 年 4 月 1 日～94 年 3 月 31） 

台灣女性學學會第 6 屆會長 

（1998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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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政策論壇—人文關懷系列

人類生命再生與複製-

倫理爭議與法律挑戰

與談人：政大法學院院長陳惠馨教授

時間2008年6月14日上午11：00-12：30

2

人類生命再生與複製與法律

法律如何看待生命再生與複製問題

生命再生的目的--

—協助人類延長生命或有好的健康身體

生命複製的目的

-因再生技術發展產生複製人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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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類生命的再生--是維持生命的基
本要件

人類透過人體組織器官中的潛能再生細胞,
及時不斷的增殖補充已凋亡的,退化,損傷壞
死的組織細胞,才得以維持人類的生命的平
衡並實現健康、長壽。

因此當某一器官或組織的功能不能發揮或
低下,某器官和組織就會產生疾病

4

人類生命再生--維持生命基本要件

基因科技的發展使得人類的細胞再生可能
性增高—這原本是被祝福與期待

例如透過臍帶血或者骨髓的捐贈給予病人
細胞再生的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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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類生命的再生可能的倫理問題

常見的倫理問題：

醫生、生物科技人員在執行生命再生醫療或

研究時，為取得細胞或骨髓所有人的同意

或者並未告知病人此一再生醫療技術的風

險

6

人類生命的再生可能的法律問題

常見的法律問題：

未取得提共再生細胞者或骨髓捐贈者的同意

時，有可能侵害他們的人格權或者其他權利

法律效果：

民法：負擔侵權行為民事損害賠償責任

公法：牽涉到可能證照吊銷或其他處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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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複製目標—醫療、複製人？

關於生命複製牽涉兩個可能：

1、器官的複製

2、人類的複製—取代傳統透過經卵結合創造人類生
命的方式

器官的複製牽涉醫療性複製：

為了進行醫療研究所做的醫療

性複製，在複製人類胚胎萃取幹細胞供做醫

療研究之用後將胚胎再予以銷毀。

8

複製人類器官或複製人倫理問題一

複製人類器官在倫理上的爭議：

1、傷害人類胚胎是否不道德？

2、醫療的目的是否能夠正當化對人類胚胎加
以傷害的事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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複製人類器官或複製人倫理問題二

複製人所產生的倫理問題：

1、將人作為實驗對象，道德上有無問題

2、人類是否可以透過非自然方式產生人、

人類能否取代上帝或自然創造人

3、在未能確定複製人可能面臨的生命風險

與困境時，複製人是否可以通過道德考驗

10

複製人類器官或複製人法律問題一

複製人類器官在法律上的爭議：

1、胚胎是否為生命：肯定說

2、如果胚胎是生命，法律上是否可以允許

用一個生命去拯救另外一個生命—到目前在法律
上的允許僅能在緊急避難或者正當防衛時被允許
（但複製器官是一個事前的措施）

3、複製器官後銷毀胚胎是否屬於殺人行為？是否可
以透過立法加以允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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複製人類器官或複製人法律問題二

複製人類在法律上的爭議：透過非傳統方式（醫療或醫學
實驗）複製人，法律的疑慮

1、複製的行為是否對於被複製者有侵害人性尊嚴的疑
慮？如果有法律上的責任？

2、複製人如果有身體瑕疵或困境時，肢體或精神上的不
完整，複製者是否要負賠償責任（進行複製實驗者及
定作複製人者）

3、被複製的人的身份認同：無法像一般人有母親與父
親，他的身份認同將產生困境，將牽涉平等權問題？
誰應該為他的處境負責？

12

世界各國態度：
禁止或限制各種形式的複製人研究

聯合國大會法律委員會在2005年2月18日召

開一項特別會議，通過一項無法律約束力的

聲明，呼籲各國政府禁止任何形式的人類胚

胎複製（禁止各種形式的複製人研究），其

中包括用來萃取人類幹細胞進行研究的相關

技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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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法律如何面對生命再生與複製

當倫理上認為生命再生與複製是不可被接受

或者應該部分限制時，法律可以如何來訂定

也協助倫理觀點在台灣社會被落實與尊重。

法律作為一種共識形成工具他的可能與限制

14

法律如何協助處理倫理的爭議一

個人的人性尊嚴與不特定多數人的福祉間的

考量：

例如透過再生與複製技術可以協助全球為數

約一億人罹患阿茲海默氏症、癌症、糖尿症

及脊椎神經受傷等病症人士的治療希望是否

能夠正當化這樣的行為？

在立法上應該可以如何處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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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如何協助處理倫理的爭議二

透過法律科以參與生命再生與複製工作者責任

例如：醫師法第25條：醫師有下列情事之一者，

由醫師公會或主管機關移付懲戒：

一、業務上重大或重複發生過失行為。

二、利用業務機會之犯罪行為，經判刑確定。

三、非屬醫療必要之過度用藥或治療行為。

四、執行業務違背醫學倫理。 五、前四款及第二
十八條之四各款以外之業務上不正當行為。

16

法律如何協助處理倫理的爭議三

透過法律要求執行生命再生與複制者的程序

方法：

規定執行時要符合一定的程序，例如

一、要求生命再生與複製需要倫理委員會的

審查與許可

二、規範倫理委員會成員的組成及權限以及
迴避的功能

三、規範不符合程序規定時應該負的責任

公共政策論壇―人文關懷系列 人類生命的再生與複製

105



17

法律與倫理
對於生命再生與複製的意義

透過倫理與法律

1、確定生命再生與複製參與者的社會責任

2、減輕參與者面對不可知的科技時的壓力

3、透過程序確保參與者的權利與生命安全

4、確保科技的發展能夠保障人權、增進人

類福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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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場 
人類生命的再生與複製 
—科技突破與宗教關懷 

14：10－17：10 

主持人：黃榮村 / 中國醫藥大學校長 

主講人：聖嚴法師 / 法鼓山創辦人 

 單國璽 / 天主教會台灣地區主教團樞機主教

與談人：邱文祥 / 臺北巿衛生局局長 

 蔡正河 / 馬偕紀念醫院院長 

 蔡彥仁 / 國立政治大學宗教所所長 

綜合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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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榮村 簡歷 

學歷：民國五十八年 國立臺灣大學心理學系學士 
民國六十一年 國立臺灣大學心理學系碩士 
民國六十五年 國立臺灣大學心理學系博士 

經歷：民國七十一年 - 七十二年 哈佛大學訪問學 
 Carnegie-Mellon 大學與 UCLA 訪問教授 
民國七十二年 - 八十九年 國立臺灣大學心理學系（所）教授 
民國七十三年 - 八十三年 中央研究院社科所合聘研究員 
民國七十七年 - 八十年   中華心理學刊主編 
民國八十一年 - 八十三年 中國心理學會理事長 
民國八十二年 - 八十四年 國立臺灣大學心理學系（所）主任 

  澄社社長 
民國八十三年 - 八十五年 行政院教改會委員 
民國八十四年 - 八十五年 國立臺灣大學教育學程中心主任 
民國八十五年 - 八十八年 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 

  人文及社會科學發展處處長 
民國八十七年 - 八十九年 遠哲科學教育基金會董事長 
民國八十八年 - 八十九年 災後重建民間諮詢團執行長 
民國八十九年 - 九十一年 行政院政務委員 
 行政院九二一震災災後重建推動委員會

  執行長 
民國九十一年 - 九十三年 教育部部長 
民國九十三年 - 九十四年 淡江大學講座教授 
民國九十三年 - 九十四年 遠哲科學教育基金會董事長 
 

現職：民國九十四年 -   中國醫藥大學校長 
  私立學校興學基金會董事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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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ong-Tsun Huang 

1. Birth Date: March 30, 1947 

2. Academic Background: Ph.D.,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1976 

3. Academic Experiences: 

1982-1983 Visiting Scholar at Harvard University, Carnegie-Mellon 
University, and UCLA 

1983-2000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Psychology,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1984-1994 Research Fellow, Academia Sinica 

1992-1994 President, Chinese Psychological Association 

1993-1995 Chairperson, Department of Psychology,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2004-2005 University Professor, Tamkang University 

4. Government Experiences: 

1996-1999 Director General, Division of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National Science Council 

2000-2002 Minister without Portfolio; Executive Director, Commission 
for 921 Earthquake Post-Disaster Recovery in the Cabinet 

2002-2004 Minister, Ministry of Education 

5. Current Position: 

2005-  President, China Medical University; President, Foundation 
for the Advancement of Private Schoo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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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場 

人類生命的再生與複製—科技突破與宗教

關懷 

14：10－17：10 

主持人：黃榮村 / 中國醫藥大學校長 

主講人：聖嚴法師 / 法鼓山創辦人 

 單國璽 / 天主教會台灣地區主教團樞機主教

  

對談參考題綱 

1. 請問您如何面對在獲知癌症與重病後第一時間的感受，之後又如何

說服自己與疾病共處？甚至藉由重病開始體會生命另一層次的意

義？在這一段嚴肅的生命旅程中，您覺得國民最受到啟示與感動的

是什麼？而您自己最受到感動的又是什麼？ 

2. 您兩人都是宗教界的一代宗師與領導人，也發展出令人感佩的對

抗、看待、甚至善用重病的大德大行。但是在個人差異以及社會經

濟條件各自不同下，您對信仰虔誠者以及非教友或信徒的罹病者及

親友，是否有不同的建議與應如何自處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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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生命無價，我們應如何跳升個人層次，看向更大的生命悲劇，如 921

震災、南亞海嘯與最近的四川大震及緬甸風災？我們如何同時感受

世界生命的跳動與殞落？我們能做什麼事？ 

4. 回到本次論壇的主題，我們如何在基因與科技時代，以宗教關懷來

看待人類生命的再生與複製？人類死亡的真義為何，我們應在什麼

觀點下，看待這類干預人類死亡與生命過程的作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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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嚴法師 簡歷 

現職：法鼓山文教及禪修體系創辦人 

學歷：東京立正大學文學博士 

經歷：1976 年任美國佛教會副會長及大覺寺住持 

1978 年任中華學術院佛學研究所所長 

1979 年於美國紐約創立禪中心，後更名為東初禪寺。 

1985 年創辦中華佛學研究所 

1989 年創建法鼓山 

1997 年於美國紐約成立象岡道場 

2001 年創辦僧伽大學佛學院 

2007 年創辦法鼓佛教研修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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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國璽 簡歷 

現職：天主教樞機主教 

學歷：羅馬聖額我略大學神修學博士 

經歷：天主教台灣地區主教團主席 

天主教高雄教區主教 

天主教花蓮教區主教 

輔仁大學董事長 

光啟社社長 

徐匯中學校長 

耶穌會彰化靜山退省院院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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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主教會對複製人的看法 

單國璽 

共同撰稿人：天主教會台灣地區主教團樞機主教  單國璽

輔仁大學神學院生命倫理研究中心主任 艾立勤

壹、前  言 

今天為了配合《人類生命的再生與複製》這個議題，我選擇了：「天主教會

對複製人的看法」為主題，我將以三個部分進行介紹。 

第一部分介紹的是天主教的基本倫理原則，這些原則與教會如何看待複製人

的問題息息相關。因為若是不了解這些原則，不可能了解教會的看法。客觀倫理

真理是存在的。雖然大部分道德規範的運用要視情況而定，但是部分的道德規範

是絕對的，不允許有例外。道德真理的來源有兩種：「天主的啟示」與「自然道

德律」。啟示的意義唯有信仰基督的人才能完全領悟，而自然道德律可以透過人

類的共同理性了解，並成為不同宗教人士與哲學家之間普遍對話的切入點。由於

我要提出的天主教會的基本立場是建基於教會對自然道德律的理解，我將試著舉

出教會所理解的自然道德律的精髓，以及兩種立基於自然道德律的倫理原則，它

們與複製人的問題有密切的關係。 

第二部分將運用天主教基本倫理原則評斷「醫療性複製」（ therapeutic 

cloning）。此處的分析試著提出，由自然道德律的原則與被複製的人是誰的事實

出發，為什麼天主教會要禁止醫療性複製。介紹這一部分時，也會簡要地提到另

一種研究方式，這種方式不需要摧毀人類，就會有相同的，或更好的機會達到如

同醫療性複製人一樣的甚至更好的結果。 

第三部分，我將運用天主教倫理觀討論「生殖性複製」（reproductive cloning）。

這一部分中，我將由世俗（即非教會內）對生殖性複製的爭論開始。目前世俗科

學家以及生命倫理學家之間，對於在道德上，是否允許醫療性複製這一點，似乎

彼此間愈來愈有共識，而對於是否允許生殖性複製，即使是世俗學者之間的看法

依舊極為分歧。我將分別說明這兩種分歧的觀點各自對未來的影響；若是生殖性

公共政策論壇―人文關懷系列 人類生命的再生與複製

114



 

  

複製是被允許的，我也將提供方法以評斷生殖性複製是否符合自然道德律。接下

來，根據普遍推廣人工避孕的歷史經驗，我將試著說明，有世俗學者相信生殖性

複製將導致人類被非人化（dehumanization）的後果，而非促進繁榮，他們的這種

說法可能是正確的。受非人化影響的不只是那個被複製的個人，還有家庭及夫妻

性愛行為。 

結論中，我將簡短地解釋源自天主啟示的倫理道德真理，如何使以上的分析

更有力，這些分析乃是建基於自然道德律。這些倫理真理包括：人有無上的尊嚴，

因為每個人是依天主的肖像所造，永遠註定要與天主聖三愛的結合；父母的尊嚴

即是成為天主造人的合作者；夫妻性愛具神聖性，因為這種獨特的行為是透過父

母與天主合作，共同讓新生命誕生在世界上。 

貳、背景敘述：以便了解天主教會對複製人的看法 

在提出天主教會對複製人的看法之前，有必要先了解倫理道德的客觀理性，

就是要了解帶領我們達到這些結論的倫理道德原則。其背景如下：倫理道德真理

的客觀性、至少一些絕對性的倫理道德規範是存在的（不允許因為情況的因素而

有 例 外 ） 、 上 智 （ Divine Intelligence ） 是 自 然 道 德 律 及 啟 示 之 所 以 可 理 解

（intelligibility）的源頭、透過人類理性所得知的自然道德律，提供了一種普遍及

共通的切入點，使不同宗教及哲學立場的學者得以展開倫理對話。 

一、客觀的倫理道德真理（Objective Moral Truth） 

雖然教會承認「主體性」（subjectivity）與「自由」（freedom）在倫理道德

生活中十分重要，天主教會還是會堅持客觀的倫理道德真理，且這些真理是可以

被理解的。當然，這種立場並不為建基於存在主義、解構主義及感情主義等倫理

系統所接受。這幾種倫理系統清楚強調並沒有客觀的倫理道德真理，每個人要創

造他／她自己的倫理價值系統。以實驗科學為例，若物質現象有客觀的真理（即

科學的律則），則真理是科學自由的基礎，然其立場必須透過嚴謹的科學方法，

及公開真實的報告來表達。 

總之，天主教會相信，客觀的倫理道德真理是存在的，而且我們應該尋求跟

隨這些真理。這些倫理道德真理表現在兩種道德規範的形式上：普遍性、絕對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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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普遍性及絕對性的倫理道德（Universal and Absolute Moral Norms） 

要知道天主教會所了解的普遍性及絕對性的倫理道德規範有何不同，最好剛

開始就舉一個科學上的例子。我們都知道愛因斯坦的相對論乃指運動的測量

（measures of motion）及光速恆定（constant velocity）的測量是相對的，而運動的

概念也是相對的。例如自己乘坐的火車與窗外平行軌道上的火車交會而過，若所

乘坐的火車速率保持不變，幾乎很難分辨得出到底是哪輛火車在動。此即兩輛火

車之間的相對運動。14 類似的方法也可以應用在倫理道德上。天主教會相信，真

實普遍的、積極的規範（positive moral norms）是存在的，然而運用時要視情況而

定。例如積極規範的基本原則是告訴我們「應該」做什麼，如照顧家庭、發展個

人的理智、藝術等潛能、為社會公益奉獻等，而這些積極規範的本質有其普遍性，

因為它們永遠是正確的，無論在任何情況下做這些事情都永遠正確，但不能在任

何情況下應用，亦即不能同時「做」很多事。為一些倫理學家，所有的倫理道德

規範都是相對的；而為天主教會，大部分的倫理道德規範是普遍性的，因此運用

時必須考慮情況。教會同時也堅持絕對的倫理道德規範，亦即沒有任何情況可以

例外。為了更一步了解，我們再回到愛因斯坦的相對論。正當許多現代倫理學家

使用愛因斯坦的相對論，以支持相對的倫理觀時，事實上，愛因斯坦的理論至少

有一條是絕對的――無論與任何基準點相比較，光是永遠以一小時六億七千萬英

哩的速度前進。15 

愛因斯坦的「光速不變性」，揭開了物理學界新的一頁，而我們接受光速的

絕對性就是接受愛因斯坦改革物理學界的基礎。16與愛因斯坦類似的是，天主教會

告訴我們消極規範（negative moral norms）是絕對的，這些消極規範告訴我們不可

以做的事情，它們是絕對的，因為無論在任何情況下都不能做。換句話說，某些

人類的行為是絕對禁止的，例如絕對禁止殺害無辜者。這種絕對的、消極的規範

並不是很多，但與複製人的問題有密切的關係。 

三、上智（Divine Reason）、永恆律（Eternal Law）、自然道德律的

可理解性（Intelligibility of Natural Moral Law） 
                                                 
14 Brian Greene, The Elegant Universe, New York: Vintahe Books, 1999, 28-29. 
15  Brian Greene, The Elegant Universe, New York: Vintahe Books, 1999, 31. 
16  Brian Greene, The Elegant Universe, New York: Vintahe Books, 1999, 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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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天主教會而言，人類的理性即使在沒有天主的啟示下，透過存在的事實、

自然秩序（nature order）的可理解性、世界的美善，也有能力推理到無限的神之存

有。這位無限的神是有限存有的秩序、可理解性及美善的來源。複製人甚至也可

能是自然秩序本質上隱含著規律及可理解性，以及人類理性有能力領悟這種可理

解性的證明。永恆律是指自然秩序的完全可理解性，在這個背景下，實驗科學所

領悟的自然律展現出人類理性領悟了這種理解性，雖然並非全部理解，但理解的

程度會愈來愈多。同理證之，自然道德律就是指人的理性能夠理解倫理道德規範

符合人的本性。更詳細地來說，人類理性所領悟的是：其一，自然道德律引導人

類的行為及習性，與自然的整體性圓滿結合；其二，人類的行為及習性也能阻礙

這種整體性的圓滿。 

天主教會相信：天主的啟示也是倫理道德真理的源頭，從一開始就肯定自然

道德律的真理，甚且超越自然道德律。天主啟示所教導的不只是要倫理生活與完

滿的自然生活一致，更重要的是，更要與超性生活（supernatural life）一致。由於

天主啟示的倫理道德真理只能透過信仰才能完全地領悟，故在此我不談論這一部

分，而是繼續把焦點放在以自然道德律為根本的倫理分析。為那些否認人有的本

性是可理解的，否認自然界是可理解的，否認我們的理解性是可被發現的人，我

以後所說的都毫無意義。但是這種否認也如同否認了實驗科學可透過理性，發現

普遍性的自然定律。這種否認等於是拒絕了人類嘔心瀝血的經驗。更甚者，如果

否認了自然道德律是可以被理解的，個人與文化之間就再也沒有對話的共通點。 

實驗科學對於自然定律的知識是理性反省實驗的過程之結論，自然道德律也

是經過一樣的過程的結果。實驗科學也同樣地透過真實世界裡的實驗，檢視這些

假設，不斷測試，以決定什麼是自然定律的真實規範；自然道德律也是經過同樣

的檢視，決定出什麼是自然道德律真正的規範與德性（virtues）。天主教科學家雅

各•馬里旦（Jacques Maritin）稱此為「歷史的考驗」（historical test），即透過歷

史來考驗一個文化對自然道德律有多少程度的了解，又執行了多少。若一個文化

長期擁有正義和正確的價值觀，會自然趨向保護人類社會，會真正的成功；反之

若是一個文化長期處在不正義和邪惡的價值觀中，則會傾向毀滅破壞社會，最後

導致真正的失敗。 

要描述馬里旦的理論，我們可以舉共產主義的倫理理論中，對私有財產及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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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市場的倫理觀為例。眾所皆知，擁有私有財產或是自由市場運作，在共產主義

系統下都是倫理的惡，需要剷除，或至少盡可能減到最低，才能達致全人類的幸

福。事實上，這種倫理立場已經被考驗過了。經過九十年的歷史實際考驗，已經

證明這種倫理立場並無法產生所承諾的利益，反而導致無法置信的災難。 

根據馬里旦的理論，所有擁有古老文化的國家已經發現，也實踐某些符合自

然道德律的倫理道德真理。例如關心照顧孩子的文化要比疏忽孩子的文化更繁

榮，也更持久；禁止婚外性行為的文化要比允許婚外性行為的文化繁榮。經過二

千年的歷史過程，歷經各種不同的文化，天主教會已經找到某些自然道德律的規

範。其中兩條特別與複製人相關，第一條是絕對禁止殺害無辜者，第二條是絕對

禁止分開夫妻性愛行動中的生育與結合的功能。第一條規範尤其與醫療性複製人

有關，第二條則與生殖性複製人相關。 

參、醫療性複製人與自然道德律 

目前，世俗科學家及生命倫理學家似乎已取得共識：即醫療性複製人在道德

上是允許的，而生殖性複製人則不被允許。這種共識會得到支持，人們基本上是

由功利主義的角度推論，亦即在比重上，醫療照顧及研究發展的利益遠超過關於

創造與毀滅人類胚胎的倫理問題。為了讓大家了解天主教會不能接受功利論的醫

療性複製觀，此處我將以自然道德律的觀點說明以下一個人盡皆知的歷史經驗。 

一、日本拿中國人做為醫學活體實驗 

日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時，七三一細菌部隊為了觀察疾病的感染與發病機制

而在食物用水中加入細菌、毒物，以及將動物的血清注入人體以觀測其引發的生

理反應等實驗，使許多中國人因而死亡。但是當人們知悉他們的實驗成果對於科

學及醫療進步有所貢獻時，人們可以接受這種作法嗎？如果不能接受，這已經包

含了下面兩個與自然道德律相關的倫理道德原則，即：（1）人不可把他人當成手

段，每個人有不可剝奪的尊嚴和權利；以及（2）你不可殺害無辜的人。而這兩個

倫理道德原則是如此根本，我們因此更進一步體悟：唯有當把人非人化、次人化，

將人的尊嚴和價值等同於其它動物時，人才可能做出違反這兩個基本倫理道德原

則的行為。如當時日本科學家將中國人非人化，德國納粹將猶太人次人化，與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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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科學家、政治家要將胚胎非人化相同。 

若是有人相信日本人對中國人的行為是正義的，是為了醫學發展，我就無話

可說了。但若是有人認為這種對待人的方式違背了自己的道德良知，我們就會接

著說，難道複製的人類胚胎不值得如同那些成年的中國人一樣受尊重嗎？這將導

致基於自然道德律的倫理道德分析，與基於功利論的倫理道德分析兩者之間的對

立。 

二、絕對禁止殺害無辜者，或是如同功利論者向利益妥協 

天主教會了解自然道德律絕對禁止殺害無辜的人類。這些在胚胎階段就被摧

毀的複製人不就是要受禁令所保護的人類嗎？教會所推論的禁令在運用時遇到三

種可能性：（1）複製人是人類；（2）複製人是潛在的人類；（3）對複製的人類

胚胎已是人類這一點存疑。 

關於第一個可能性，隨著現代生物學、遺傳學，及胚胎學的發展，已經清楚

證明，一個新的、獨特的、個體性的人類器官及人類身體，是從接合子的階段就

已經開始了，教會肯定這是鐵的事實。由於人類的身體和靈魂不可分開，我們有

充分的理由可以做出以下結論：基於現代科學的研究成果，人類胚胎就是人。醫

療性複製人是故意性的殺害新的生命（當這個人類早期還在胚胎階段時），因此

醫療性複製人是被禁止的。為了規避這道禁令，一些人否認胚胎已經是人類，硬

是指稱人類胚胎只不過是潛在的人。我們舉出這個由實驗科學所得的鐵的事實之

後，沒有人能否定胚胎至少是個潛在的人類。 

在現代科學發展到使我們了解胚胎及胎兒的狀況之前，教會面對的是「存有

狀態」（status of a being）的問題，亦即在人的發展過程中，教會如何看待這個存

有。就這個情況而言，這裡的推論是清楚而直接地：有意（willing）殺害一個肯定

會成為人的人，即如同有意殺害一個人。因此，即使為那些認為人類胚胎只是潛

在人類的人而言，醫療性複製也是絕對禁止的。 

最後，有人對「人類胚胎是人」這種說法存疑，也就是說，他們認為在確立

「存有狀態」直到毫無疑問之前，可以自由地把人類胚胎當做非人看待。這種思

考方式為倫理思考而言是犯了大錯。我們可以想一想這個獵人的例子。一個獵人

看到遠處有一個存有物（being），很像人又很像熊，我們都曉得此時獵人尚在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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疑中，不能開槍。當我們有好的理由懷疑一個存有物可能是人時，我們不能殺他。

當我們討論複製人，這件事所呈現出來的即是：至少根據實驗科學及普通常識，

我們有好的理由相信，複製的胚胎就是人，因此就算有人懷疑這種情況，醫療性

複製還是被禁止的。 

醫療性複製人是否可行呢？按照以上的推理，我已經給各位講了天主教會最

確定性的答覆。接下來要思考兩個問題：其一是無限制發展生物科技的危險；其

二是不需要以製造人類胚胎然後再加以摧毀的方法，我們有另一種同樣也可以達

到醫療性複製預期結果的方式。 

三、繼續思考：真實的危險，真正的另一種選擇 

雖然人們一直在討論醫療性複製胚胎（therapeutic embryonic human cloning）

的議題，但是這些爭論的聲音常常被淹没在承諾的好處中，很少有人注意可能會

出現什麼危險。作者路易士（C. S. Lewis）在《人類的毀滅》（The Abolition of Man）

17一書中警告：科學發展的技術導向――「可以做得到的事，終會有人做」，將會

禍延於人類自身，以致人類最終會變成「物件」或「實驗流程中的產物」，不停

地被科學操弄，為政客所控制。作者的悲觀預言本可一笑置之。但事實上，體外

受精的科技行為已經使人類胚胎淪為一種物品。科學家在進行人類胚胎實驗時，

無法恭敬謹慎地以對待「未來人類」的態度來工作，而只能將胚胎視為待生產的

物品。由於長大成人的胚胎和原始胚胎之間有直接的基因關係，從一個純粹生物

或科學觀點來看，該成人與胚胎一樣，可被視為是「人」或「非人」――既然經

過處理的胚胎是「物體」，那麼，長成的人也可以只是某種「物品」。身為「物

品」，人類將淪為一種工具，在他人的利害關係下受擺佈，毫無保障。所謂「他

人」，當然是指有錢有勢的人或團體。18 

我們要向醫療性複製提出的最後一點說明是，除了這種複製行為違背了殺害

無辜者的禁令外，也會增加科學研究將人非人化的危險，而我們現在有充足的科

學成果足以證明，複製性研究所承諾的好處其實可以用另一種方法（比方成體幹

細胞移殖）獲得。最重要的是直至目前，成體幹細胞移殖已經成功地治療至少七

                                                 
17  C. S. Lewis, The Abolition of Man, London: Geofrey Bles, 1967. 
18  引自《維護人性尊嚴――天主教生命倫理觀》，艾立勤著述，許郡珊、陳美玲撰寫，台北：

光啟文化，2005（再版），176-177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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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種疾病與傷害，例如腦中風、脊髓損傷、巴金森氏症、心臟疾病、糖尿病等

等，而胚胎幹細胞至今尚無法在人體臨床實驗中使用。簡言之，目前在人類臨床

醫療的成果上，成體幹細胞 VS. 胚胎幹細胞是 73：0。19 最後，即使是桃莉羊（世

界上第一隻複製羊）的創造者 Ian Wilmut，這位當初極力為醫療性複製辯護的科學

家已經宣布放棄複製胚胎的研究，而改至「重編程」（reprogrammed）皮膚細胞研

究（經由重編程而成為豐富潛能性幹細胞）。有趣的是，Wilmut 甚至開始反對生

殖性複製。 

下一部分我們即說明贊成與反對生殖性複製這二派世俗學者的爭論。 

肆、生殖性複製 

這一部分中，我們首先要說明世俗學者彼此間對於是否允許生殖性複製的爭

論。雖然我們同意一些世俗學者對反對生殖性複製所提出的論點（例如生殖性複

製是「製造孩子」），但我們依舊要指出，為什麼我們認為這些論點與他們支持

人工生殖的看法不一致（人工生殖不也是在「製造孩子」嗎？），因此，這種論

點對於阻止生殖性複製並不會產生太大的效果。再者，若生殖性複製是被允許的，

世俗學者在倫理方面的爭論，會因為其對未來的處境造成何種影響，而出現兩種

互為平行的觀點（vision）：一種很樂觀，另一種極度悲觀。儘管某方面來說，科

學界尚未真正從事生殖性複製，因此還無法接受馬里旦的歷史檢視，看到底符不

符合自然道德律；但是另一方面，絕對禁止生殖性複製的倫理道德原則已經被檢

視了。我們將敘述這個原則，並解釋其如何被檢視，以及為什麼悲觀的世俗學者

對於生殖性複製會如此悲觀是沒有錯的。 

                                                 
19 可參考《胚胎幹細胞研究的迷思》，輔仁大學神學院生命倫理研究中心主任艾立勤，及研究員

甯永鑫合撰。http://www.catholic.org.tw/theology/klife/cell/cell.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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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世俗的爭論 

如前所述，桃莉羊的創造者 Ian Wilmut 過去原本強力支持生殖性複製，但在

2006 年，他與 Roger Highfield 在合著的 After Dolly20一書中，曾用了一整章的篇幅

寫道，他因著被複製者的健康問題及複製技術困難的因素，現在已經改為投身反

對生殖性複製的行列中。書中他雖不諱言科學發展的能力，但他也提出複製技術

的困難性，可能造成被複製者身體上的缺陷（複製的桃莉羊因肺功能異常，導致

時常氣喘），又如或許因基因控制不當，生下五個頭的「人」，甚至直言複製後

代是一種不道德的行為。此外美國總統生命倫理委員會（President’s Council on 

Bioethics）提出幾點反對生殖性複製的理由： 

（1）身分及個體性的問題。複製人的基因是由父母或他人身上而來，因

此很容易一輩子活在「原版者」（original）的陰影中，不能擁有個人獨立性

的生活。（2）孩子成了「產品」。複製人的基因事前已經過父母或他人選擇，

這種設計過程使得「孩子」成了被生產的「物品」，更進而導致複製人被商

業化及產業化的危險。（3）另一波優生學。複製人若成功了，可能造成人們

避免生出有基因缺陷者，只願意生產「優秀人才」甚至要永久保存「傑出人

士」。（4）家庭關係陷入紊亂。例如父親複製另一個自己，祖母也複製另一

個自己，但他們要自己的子女或兒孫怎麼稱呼複製的嬰兒呢？這種紊亂的關

係違背了代際間自然傳承的關係。（5）影響整個社會。社會將改變看待孩子

的眼光，這一代的人想要首開先例，以奇特的怪異方式控制下一代的人。21 

雖然天主教會同意上述五項反對生殖性複製的理由，這五項理由也是來自於

世俗學者的觀點，但在世俗學者眼中，他們很難了解這些論點為何會變得如此有

決定性。談到生殖性複製，支持者提出的最主要論點，就是或許可以提供不孕的

夫妻一個機會生下相同基因的孩子（genetic children）。而就是這個論點取得了「勝

利」，左右了人們的判斷，影響大眾忽視上述五個反對的理由，繼而使人們允許

開放試管嬰兒，即使是大部分反對生殖性複製的論點也受波及。即便現在我們曉

得有愈來愈多的試管嬰兒出現健康的問題，他們也是被「製造」的，但是人工生

                                                 
20  Ian Wilmut and Roger Highfield, After Dolly, New York: Norton, 2006, 224-248. 
21 參 http://www.bioethics.gov/reports/cloningreport/children.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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殖技術（IVF）的使用已經愈來愈普遍。人工生殖技術已被用來當作優生的目的所

使用，這種技術已經導致我們改變看待孩子的眼光，「這一代的人想要首開先例，

以奇特的怪異方式控制下一代的人」。再者，面對身分的問題時，支持者會說答

案很簡單，由歷史上看來，人們能夠生下一模一樣的雙胞胎和三胞胎，他們看來

似乎沒出現什麼問題；還有，科技的困難都無法停止人工生殖技術，為什麼還要

停止生殖性複製呢？ 

世俗學者反對複製的理由其實是矛盾的。為了回應反對者，支持生殖性複製

者提供了以下的理由： 

「『生育性複製』（Cloning-to-produce-children）或許……可以讓不孕的

夫婦或其他人生下相同基因的孩子；可以避免夫妻可能懷了遺傳性疾病的胎

兒，生下畸形兒；可以讓剛生下的孩子成為特殊疾病患者所需的移殖捐贈者；

可以使父母再造一個過逝的親人、死去的孩子或是配偶；可以使個人或社會

『拷貝』某人、天才或美女。」22 

整體而言，支持生殖性複製者也支持醫療性複製，也相信兩種複製方式都會

使 人 類 的 未 來 更 繁 榮 。 願 意 知 道 這 一 派 對 未 來 的 樂 觀 看 法 ， 可 參 考 網 站

http://www.humancloning.org/benefits.htm。但同時，反對的世俗學者則提出許多令

人恐懼的看法。他們指出，科學發展是技術導向的，「可以做到的事，將會有人

做。」由於科學家遲早可以利用成人細胞進行複製，同時更能夠「依需求」製造

整組的人類基因、改變受精卵的基因（當然初期是出於善意），並且準確地控制

胚胎的成長。 

利用此一方式，科學家可以生產無數的「思想家」、「工人」、「戰士」、

「藝術家」，或「運動家」。這也是作家亞德•胡士雷（Aldous L. Huxley）在《勇

敢新世界》（Brave New World）23一書中所預測的未來世界：在此一世界裡，只有

正確的基因種類才得以生產；頂尖科學家與政客將禁止普通男女結婚生子。同時，

為使民眾安於現狀，此一世界提供多種令人耽溺的嗜好，其中有許多是完全與繁

殖後代無關的性行為。《勇敢新世界》一書的重點是：此一世界並非「人」的世

界。書中的人們嗑藥、亂性、不孕、心靈為他人所左右，過著非「人」的生活。

                                                 
22 引自 http://bioethics.gov/topics/cloning_faq.html 
23 Aldous L. Huxley, Brave New World, New York : Harper and Brothers, 19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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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士雷有感於當時世界正一步步邁向此一非「人」結局，因而撰寫此書。24 

總而言之，目前世俗科學家及生命倫理學家之間，對於反對生殖技術雖有共

識，但看法並不一致，這種共識也不會長期存在。因此，對未來存悲觀或樂觀看

法的這兩種說法，世俗學者也無法預言哪一種才會發生。為此，基於天主教會所

理解的自然道德律，其中一條絕對規範――絕對禁止把夫妻性愛行動中生育與結

合的功能分開，我們現在將提出另一種評斷生殖性複製的標準。若是普遍實施生

殖性複製，會造成什麼後果？這個規範將提供我們一個可以預測的基礎原則。 

二、「分開夫妻性愛行動中生育與結合的功能」帶給歷史社會什麼後果 

在西方，還不到一百年前，人們依舊視人工避孕為一項倫理惡，大部分的基

督教會視禁止人工避孕為自然道德律或啟示的基本原則，這個禁止規範具有絕對

性。天主教會說明這條規範：絕對禁止分開夫妻性愛行動中生育與結合的功能。

按照這條規範，生殖性複製分開了夫妻性愛行為，很明顯地違背了自然道德律。

雖然生殖性複製還沒開始，無法運用馬里旦的歷史考驗來檢視，但這條規範的有

效性在過去這五十年來已受到考驗則是個事實，因為從 1960 年初開始，人工避孕

在歐洲、北美和亞洲許多國家已經非常普遍了。 

現在人們對於生殖性複製所持的共識是：這是一項倫理惡，其實當初人們對

人工避孕的共識同樣也認為是一項倫理惡。而破壞這個共識的起因是有人開始推

動：人工避孕唯有在某些「特殊情況」，及在婚姻關係中，才准使用。推動者認

為，允許一些特殊情況的夫妻得以例外使用，也有可能減少墮胎及離婚的比率，

可健全家庭功能。教宗保祿六世則堅持絕對禁止人工避孕，並且預言人工避孕將

導致更多的墮胎、離婚、性道德觀全面瓦解，特別是青少年、更不尊重女性，以

及政府強迫老百姓實行人工避孕、絕育和墮胎。歷史事實就擺在眼前，人工避孕

普及之處，其結果並非如同支持者所言，而是如同教宗當初所預言的。很不幸地，

落空的樂觀預言並沒有使人們悔悟，及重新評估現況，而且，人們更視目前普遍

的墮胎、離婚、不道德性行為是正常情況，反對墮胎及不道德性行為者反而被認

為是不包容及有偏見。而從馬里旦對自然律的考驗觀點看來，接受人工避孕的國

                                                 
24 此段引用自《維護人性尊嚴――天主教生命倫理觀》，艾立勤著述，許郡珊、陳美玲撰寫，台

北：光啟文化，2005（再版），176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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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現在幾乎是一步步地邁向死亡，這由他們的生育率遠低於替代率即可看出。 

雖然教宗沒能預測，接受人工避孕的國家目前面臨嚴重的人口緊縮危機，但

是人口學家告訴我們，這是現代人工避孕、男女間浮濫墮胎，以墮胎代替避孕所

產生的效力，進而導致了這種奇特的歷史現象。允許避開生育的性結合已經導致

全球不可預知的災難，為此可以合理推論，生殖性複製帶來的將不只是世俗反對

者所預測的負面結果，或是胡士雷所描述的噩夢，而是猶如嚴重的人口緊縮一樣，

是無人想像得到的可怕後果。 

伍、結  論 

這篇報告試著要表達的是，為什麼天主教會從基於自然道德律所立下的兩條

倫理規範出發，可以發現醫療性複製和生殖性複製人無論在任何種狀況下，在倫

理道德上都是不被允許的。這次講題乃立基於自然道德律，因為自然道德律是有

理性的人類之所以可交談的共同切入點。天主教會對複製人的全面立場為何？為

凡是願意深究的人，現在我要提供一些從天主啟示而來的真理，這些啟示都特別

與這次的議題有關。首先，天主的啟示教導我們：每個人都是天主的肖像，也就

是說，每個人都有神性上的靈魂（spiritual soul），天主以無限的方式所成就的，

人也能以有限的方式成就。經由神性的靈魂，每個人都能夠認識他人，自由地愛

天主和他人。恩寵是天主送給我們的一份禮物，藉著這個恩寵，我們能與天主聖

三永遠建立愛的關係。因為人是天主的肖像，也因為人被召叫與天主永遠建立愛

的關係，因此每個人的尊嚴與價值超越所有物質界（由於人有神性的靈魂），以

及所有歷史事件（由於他與天主永遠結合）。 

由天主的啟示所揭露的神聖尊嚴與價值幫助我們更深地了解，為什麼殺害無

辜者是絕對被禁止的；而且也幫助我們了解夫妻性愛行為是神聖尊嚴的，父母這

種特殊的行為是與天主合作，一齊創造每一個新的「天主的肖像」；結果，就會

更深入地了解為什麼分開夫妻性愛行動中的生育與結合的功能是絕對被禁止的道

理。 

最後，天主的啟示告訴我們，人類是受了原罪的影響，所以我們的理性和意

志是軟弱的，很容易就犯錯或犯罪，然唯有天主的恩寵才能使我們避免這些錯誤，

並且克服它們。複製人的情形正是要提醒我們，切勿以為科學家和政府的所做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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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都是出於善意。事實上，如同我這裡所指出的，複製人違反了自然道德律和天

主的啟示，允許複製人研究將無法為人類帶來繁榮，反而是如同路易士和胡士雷

筆下所描寫的不人道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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邱文祥 簡歷 

現職：臺北市政府衛生局局長 

國立陽明大學泌尿學科教授 

臺北醫學大學泌尿學科教授 

學歷：國立陽明醫學院醫學系畢業（1978/09 至 1984/06） 

國立陽明大學臨床醫學研究所博士班畢業（1990/09 至 1995/06） 

經歷：臺北榮民總醫院泌尿科主治醫師（1991～1997） 

美國波士頓大學醫學院泌尿科低侵襲實驗室研究員（1992～

1993） 

美國波士頓大學附設醫院泌尿科臨床研究員（1992～1993） 

台南奇美醫學中心泌尿外科主任（1997～2003） 

台南奇美醫學中心醫學研究部副主任（2000～2004） 

臺北醫學大學附設醫院泌尿科主任（2003～2004） 

臺北醫學大學附設醫院學術副院長（2003～2004） 

臺北市立忠孝醫院院長（2004.08.11～2004.12.31） 

臺北市立聯合醫院教研副院長暨忠孝院區院長（2005.01.01～

2007.02.16） 

臺北市立聯合醫院代理院長（2007. 2.1～2007.2.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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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 北 市 政 府 衛 生 局

1

人類生命的再生與複製 - 科技突破與宗教關懷

邱文祥

台北市政府衛生局

國立陽明醫學大學 台北醫學大學 醫學系

臺 北 市 政 府 衛 生 局

2

人類歷史上重大宗教與科學的衝突

瑪利亞未受孕生出具神性之肉身

科技發展史上三次宗教與科學的巨大衝突

伽利略「太陽中心說」vs. 地球為宇宙中心說

達爾文的「進化論」vs. 上帝照自己的形象造人

基因工程的「複製人」vs. 上帝是萬物的主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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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 北 市 政 府 衛 生 局

3

基因的故事

1866：奧地利神父 孟德爾（1822 ~ 1884）

植物個體特徵來自不同獨立的因子所決定

孟德爾定律【Mendelian Law】

子代繼承來的基因如果是有不同性狀的區別，只有強

勢的特性會顯現出來（顯性），這種現象叫做「優性定

律」。但是隱性的基因並不會消失、也不會被破壞，它

還是會經由自然的機率，分配並傳遞給下一代。

臺 北 市 政 府 衛 生 局

4

基因的故事

1909：丹麥：喬安森（1857 ~ 1927）

根據希臘文「給予生命」之義，創造『基因』
（gene）一名，來稱呼那些由染色體攜帶、
肉眼看不見的遺傳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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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 北 市 政 府 衛 生 局

5

基因的故事

1953：英國：華生（1928 ~）＆克里克（1916 ~）兩人同獲

1958諾貝爾生物醫學獎

發現DNA的物理結構

發現基因結構為兩條鹼基對所扭成的雙螺旋的螺旋梯：

兩條糖－磷酸長鏈是梯的主體

長鏈間每隔一段距離就以一個簡單的分子相連，如梯子的橫木。

橫木由兩個相對的核苷鹼基（簡稱鹼基、鹽基）

把梯子扭轉成雙螺旋。

鹼基只有四種A、G、T、C，且A一定配T，G一定配C

臺 北 市 政 府 衛 生 局

6

基因的角色

人＝＞

器官＝＞

細胞＝＞

染色體（基因組）＝＞

DNA＝＞

兩條互補鹼基鏈所扭成的雙股螺旋＝＞

鹼基鏈由一個一個的核甘酸接成＝＞

核甘酸附著一個鹼基

(A)腺漂呤、(G)鳥漂呤、(T)胸腺密啶、(C)鳥密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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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 北 市 政 府 衛 生 局

7

基因工程的定義

基因工程又稱重組DNA工程，是利用重組技

術，在體外通過人工“剪切”和“拼接”等方

法，對各種生物遺傳基因--DNA進行改造和重

新組合，然后導入微生物或真核細胞進行無性

繁殖，產生出人類需要的基因產物，或改良、

創造出新的物種. 

臺 北 市 政 府 衛 生 局

8

基因工程

1988：華生向政府研究機構（能源部及國家衛生院）

提出研究計劃－人類基因解讀計劃（HGP，Human 

Genome Project），將長約30億個鹼基對的人類基因

排序出來

四個字母的生命百科全書

人體的建築藍圖

細胞的使用手冊

人類的演化歷史

全自動複製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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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Roslin Institute, United Kingdom, 1997

Ian Wilmut & Keith Camphell

Dolly sheep 

臺 北 市 政 府 衛 生 局

10

基因工程引發的倫理問題

生命價值
科技本身是中性的，由人操控決定未來，它可
給人類無窮幸福，也可帶來萬劫的災禍
1990/4：美國父母產下一女，14個月後進行骨
髓移植，解救其患淋巴癌的親姐

農業：
品種改良、基因食物

醫學：
藥物繁殖、胚胎幹細胞株的建立與應用

器官複製

？？？

複製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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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基因工程引發的倫理問題

基因信息之個人隱私權問題

基因信息是一個人全部隱私中最重要的隱私

尊重與保護「個人的基因信息權利」有三層面：

保密與知情同意原則

基因檢側的準確性負責原則

安全保密負責原則

臺 北 市 政 府 衛 生 局

12

基因工程引發的倫理問題

「基因歧視」的社會問題

人類的平等與尊嚴，不論任何種族的人，在基因序列中

99.9﹪完全相同 ＝＞ 基因統一性、遺傳平等性

01﹪差異 ＝＞ 特徵不同之種族多樣性，人的獨特性

【世界人類基因組與人權宣言】第一章第一條：

「人類基因組意味著人類家庭所有成員在根本上的統
一以及對尊嚴及多樣性的承認。象徵性地說，它是人
類的遺產」

基因的「優」、「劣」?

1997年美國管理協會提出：6000家公司的10﹪利用基因
檢測決定聘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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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 北 市 政 府 衛 生 局

13

複製技術的主要爭執點

1.安全顧慮

2.自我認同和個體性

3.人類的全然物化

4.複製人沒有父母及家庭

5.使人潛越神的權限

6.改造人類基因的優生學

7.個人生育選擇的自主權

8.人類基因的多樣性

臺 北 市 政 府 衛 生 局

14

台灣對體細胞複製技術的規範管制台灣對體細胞複製技術的規範管制

相關的法律規範

－以複製技術製藥：藥事法、優良藥品製造規範

(基本上是對於生技藥品採取何種測試，製造標準等

加以規範)

－以動物培育不排斥的器官

1.器官捐贈條例：排除於器官捐贈條例的規範

2.醫療法施行細則

3.基因治療人體試驗申請與操作規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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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台灣對體細胞複製技術的規範管制台灣對體細胞複製技術的規範管制

相關的法律規範

－複製人

1.人工協助生殖技術管理辦法

2.人工協助生殖法草案

臺 北 市 政 府 衛 生 局

16

Evolution of Robotic Technolo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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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Evolution of Robotic Technology Evolution of Robotic Technology 

臺 北 市 政 府 衛 生 局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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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告完畢

敬請指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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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類生命的再生與複製—科技突破與宗教關懷 

邱文祥 

（台北市政府衛生局局長） 

 

近年來不論是基因工程、分子生物學及遺傳學的研究皆如火如荼的在世界各

地發展、尤其是胚胎複製的進展更是一日千里。複製人即以無性生殖方式，以自

身的一個己分化和具有二十三對染色體的體核細胞，通過電擊與一去核卵融合，

培育出一個與自身具有相同基因的胚胎進而日後成長為複製人。其引發的衝擊非

常廣泛及深遠，使得此領域成為現代醫學倫理學爭論的焦點。科技本身是中性的，

係由人操控而決定未來，它可給人類帶來無窮幸福，也可帶來萬劫的災禍。這一

系列的科學倫理議題所以會引起如此的重視，乃是因其結果會影響到整個社會的

安定與人類的未來發展，因此科學家勢必面對更嚴峻由社會大眾來的倫理批判。

其實複製生物科技在人類社會中並不陌生，其不僅是運用在動物複製上，在農業

歷史上已發展數千年。將複製技術和基因醫療技術相互結合的話，可用來製造具

有商業或醫療價值的動植物尤其是農作物，因此已廣為人類社會所接受。以前多

數生物學家認為使用體細胞（somatic cells）複製哺乳類動物的做法並不可行，所

以複製人向來只是科幻小說中的情節。然而自從桃麗羊出現後複製人研究所衍生

的問題就複雜多了。大部分科學上及政治上的領袖，對於複製人的回應是直接而

強烈的譴責。美國柯林頓總統在複製羊桃麗報告刊登後的幾天，立刻凍結聯邦政

府對於複製人所提供的研究資金，並且要求私人機構的科學家停止相關的研究。

美國國家生命倫理諮詢委員會（National Bioethics Advisory Commission, NBAC）

宣示：「不論是在公家或是私人機構中，是研究或臨床上，嘗試以體細胞核轉殖

技術來複製小孩是道德上所不容許的……。專業和科學組織應聲明，任何由體細

胞核轉殖技術來複製小孩，並將之置入女性體內的嘗試在此時是不負責、不道德

與不專業的行為。國家應制定法令，防止任何人嘗試，無論在研究或臨床上以體

細胞核轉殖技術來複製小孩。如果一定要進行此類之研究，也應包含一個落日條

款，以使民意機關在具體時間（三到五年）後，重新檢討這個法令是否繼續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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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宗教論點上一般反對者認為複製人將人完全物化，因此毀壞了人性尊嚴。

複製人沒有雙親，因此複製人的基本人權受到危害。複製人一出現將破壞家庭倫

理，一旦複製人可行，以後人類傳承便可不需男女情愛關係以及肉體結合，更不

用談婚姻經營及家庭維繫。在基督教義中複製人的作為超越了上帝所賦予人類看

管地球及其上生物的權限，違背了上帝對人類的計畫。試想若有成千上萬相同的

複製人，那麼三位一體的基督教義就完全蕩然無存。複製技術若被野心家、獨裁

者利用，則可能用於人種改良，如此必然嚴重加深種族歧視。複製人同時也可能

被做為賺錢的商業用途，有可能被有心人掌握，為了自己長生不死，以複製技術

為自己培養子嗣。社會正義及人性尊嚴必受到重大挑戰。佛教同樣認為複製人破

壞人類的獨特性:「複製人」的產生，將「破壞人的尊嚴及獨特性」，因此個人證

件將不再擁有公信力，如此整個社會運作模式破壞殆盡。若以佛教「無我」的角

度來看待此問題，此破壞人的尊嚴並讓「我」的定義完全破壞，因此整個教義必

須重新界定。再者科學的不確定性令人不安，反對者更質疑現今複製技術仍尚未

真正測試和完善化成熟，若在此階段即以「人體」來做為複製對象，可能產生的

各種畸型生命的風險極高因而產生許多無法預估的問題與風險。另外佛教的不殺

生思想亦不允許任意進行動物實驗。不只基督教，佛教亦反對人類扮演上帝，在

篤信有一個「全能造物主」的宗教中，「複製人」確實是一種對神權的侵犯。佛

教認為因果律所決定的結果並非定論，而是可改變的結果，亦即承認人有改變與

創造未來的能力。而此因果造化，全然都是依於自己所造作的緣起所致。「複製

人」則完全將此因果循環定律改變。一個人可以有幾千個替身為他（她）積功德

而他（她）反而可以去行惡。 

支持發展複製人科技主要是以個人生殖的自由權來申論，就人權而言自當尊

重個人生殖的意願；亦即只要在不危害他人的情況下，個人應該擁有決定生殖與

否的權利與自由。至於「複製」技術所可能帶來的社會利益，支持者則多著眼於

「醫療」及「優生」兩方面的貢獻。支持者以為技術一旦成熟即可博施濟眾，它

可協助不孕夫婦繁衍後代、可以「複製」無排斥反應的器官、可以藉由複製技術

的進步帶動生命科學的研究進而醫治疾病。可是在生殖科技逐漸傾向謀取商業利

益的同時，其純粹出於「利他」的成分有多少？縱然治療性複製技術得以順利研

發成功，而帶來莫大的福音，然而任意「複製」或是「取用」胚胎可能產生的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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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若未解決，則日後勢必產生問題，因此在利弊得失之間仍難下定論。 

無論以上論點如何反對複製人，該技術最可能在合乎倫理規範下被應用的時

機，應該是「當它是唯一可以使不孕的夫婦擁有與他們基因相關的子女的方法

時」，也就是除非靠複製，他們不可能擁有與他們遺傳相連的小孩，而這樣的「基

因相連」對人類的傳承是意義重大的。總之要明確論斷一項科技是否合乎道德倫

理，實在是件很不容易的事。應以嚴肅的態度，開放的胸襟認真看待；科學家是

社會的一份子，應時時診視自己的行為是否會妨害到他人乃至人類的權益。科學

家所從事的科學實驗尤其是具爭議性的課題一定要受到倫理道德的嚴格規範與檢

視，唯有如此才能確保整個社會的安定與人類的未來發展。 

參考文獻 

1. 胚胎幹細胞研究的倫理爭議. 陳時中, 科學發展, 2002, 六月, 354期, 4-12. 

2. 醫生我的小孩死了你可以複製他嗎? 蔡甫昌, 科學發展, 2002, 六月, 354期, 

18-25. 

3. 從佛教立場論複製人問題. 楊琇惠, 成大宗教與文化學報. 第五期 2005年, 12月, 

119-142. 

4. 從基督教立場論複製人問題. 劉潤萍, 台灣神學院道學論文. 2005. 

5. 複製人的迷思. 楊琇惠老師, 天下文化-2004. 

6. 佛教之生命倫理觀以「複製人」與「胚胎幹細胞」為例, 釋惠敏, 中華佛學學報

第15期, 457-470, 2002. 

公共政策論壇―人文關懷系列 人類生命的再生與複製

140



 

  

蔡正河 簡歷 

現職：馬偕紀念醫院院長 

台北醫學大學、馬偕醫護管理專科學校 

教育部部定教授 

台灣教會醫療院所協會理事長 

台灣老人急重症醫學會理事長 

財團法人台灣老人急重症基金會董事長 

美國國家心臟學院院士（F.A.C.C.） 

歐洲聯邦心臟學會院士（F.E.S.C.） 

學歷：台北醫學大學醫學系畢業 

美國加州舊金山大學醫學院心臟血管中心研究員 

國立陽明大學醫務管理研究所碩士學分班 

經歷：馬偕紀念醫院住院醫師和總住院醫師（1976-1980） 

台大心臟內科研究員（1980） 

馬偕紀念醫院主治醫師（1980-迄今） 

馬偕紀念醫院家庭醫學科第一任主任（1988-1990） 

馬偕紀念醫院醫務部副主任（1988-1990） 

馬偕紀念醫院心臟內科主任（1988-1993） 

馬偕紀念醫院內科系主任（1993-2000） 

馬偕紀念醫院醫務副院長（2000-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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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類生命的再生與複製

─科技突破與宗教關懷─

馬偕紀念醫院 院長

蔡正河

2

一個基督教(宗教)醫療(科技)機構

負責人的看法：

上帝是宇宙的創造者

生命、智慧、科技、文明等都是

上帝的恩賜(Gifts)

公共政策論壇―人文關懷系列 人類生命的再生與複製

142



3

在人類歷史發展過程中(尤其是西洋文化)
科技與宗教不斷地在許多議題上有爭議。

然而，科技與宗教兩者也都在這種爭議過

程中不斷進步。

這也是上帝的恩賜和引導。

4

一、基督信仰對生命的看法

1.每一個生命都是上帝創造的

2.生命有來自上帝的靈魂，不是動物

生理現象

3.不可殺人，生命的主權在於上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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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二、西方文化和醫學深受基督信

仰影響

1.對生命的定義

與上帝關係、與人關係、家庭倫理

2.在科技與信仰間產生許多爭論及研究

3.對生命的尊重、保護及法律地位

6

三、複製科技帶來的挑戰
1.可能性(we can) (治療重症、複製生命)
2.可以嗎？(we may?) (信仰、人文倫理)
3.不只是Risks vs Benefits
4.而是生命倫理(Bioethics)
a.尊重自己 b.不傷害

c.行善 d.正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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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四、近代基督信仰對複製生命的

看法

1.保守嚴謹者

a.生命開始於精子與卵子結合之時

b.不可殺人，殺胚胎也不行

c.生命是上帝所賜(a gift)，不是人

可以造的

d.生育性、治療性的複製都不允許

8

四、近代基督信仰對複製生命的看法
2.自由開放者

a.尊重每一個人的自由(Freedom of inquiry)
b.考處Risks vs Benefits

embryo
mother
society

c.允許試管嬰兒

d.允許使用試管嬰兒用剩的兩週以下的胚胎中取

幹細胞

e.鼓勵從臍帶血、血液、骨髓、牙齒等提取及培

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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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五、相形之下東洋文化對生命就

沒有明顯的爭論或給予胚胎法律

地位

以台灣的「優生保健法」為例；

對胚胎的保護就很弱，甚至是太

寬鬆了

10

基督信仰認為科技也是上帝給人類的恩

賜(gift)，但不能只重技術而忽略了對

人性(家庭倫理、道德、人際關係等等)
的重視及對生命神聖的尊重。生命是上

帝給人類的gift (恩賜)，而不是人的

achievement (成就)

結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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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彥仁 簡歷 

現職：國立政治大學宗教所所長 

學歷：哈佛大學宗教歷史學博士 

經歷：國立政治大學副教授、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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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類生命的再生與複製—倫理、宗教與法律探討 

蔡彥仁 

（國立政治大學宗教所所長） 

前言 

目前大力贊助幹細胞研究的國家，亞洲地區最顯著（新加坡、南韓、中國大

陸、台灣），歐洲則除英國外，在歐盟之間仍是爭議不斷，而美國則研究限制嚴

格，如欲取得聯邦研究補助，僅有所謂「總統細胞株」方可使用。在台灣，我的

印象是：強烈反對進行研究少，也沒有正反兩方的嚴重對立衝突。究其原因，此

與東方（佛教、道教、儒家）和西方（基督教）對於生命的起源、構成、結束等

宗教觀，有密切的關連（cosmogony, anthropology; 集體下意識∕共識）。 

 

一、東方宗教 

1. 儒家傳統：以人倫關係為重，未出生胎兒不具人格，不在人倫規範之內，

可忽視；「彌月」慶祝，介紹至人倫網絡世界；生命的起源在父母，少思

索生命主權的形上依據。墮胎或複製人，如有錯誤，羞恥感重於罪惡感。 

2. 道教：「氣化」的世界觀，萬物包括人類，處於永不止息的變化之中。胎

兒由精血構成，有終極性之根據，但不具西方意義的神聖性。 

3. 佛教： 

a. 哲學層次 ─ 肉身是臭皮囊，「空」才是終極實體，「非我」，無生命

主體之論，對於複製人應無正面肯定之意義。 

b. 民間信仰 ─ 輪迴觀，肯定靈魂的存在（與漢人的祖先崇拜配合），摧

毀胎兒（嬰靈），需以儀式安撫處理，此是心理撫慰功能。 

4. 小結： 

a. 在科學上，生命的摧毀或複製，遭遇的信仰障礙少，在「淑世」與「厚

生」的實用功能考量下，此方面的研究少有人反對。 

b. 「科技」在當今全球化、世俗化的世界，已成另一種信仰，頗為東方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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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普遍接受。 

二、西方宗教 

1. 人：上帝所造，主權在上帝，有其神聖、尊嚴、不可侵犯性。 

2. 墮胎或複製人，即是違反自然法則，僭越上帝主權，亦即是在扮演上帝，

此正是「罪」的發微，也是人類墮落，離開上帝之起源。如為私利，更是

在合理化罪惡，難以接受。 

三、反省 

1. 基督教：如將複製、輔助生殖之類的科技，規範在治療疾病方面之目的 

是否可接受？填補人類「墮落」後之缺憾？「道成肉身」的另一意義為認

同人間的苦難，因此可調和「創造論」和「救贖論」。 

2. 佛教：提倡「人間佛教」，已經肯定肉身存在有其重要的意義，因此複製

科技應該不是問題。問題在：延長壽命，增進肉身福祉，反而弱化佛教終

極的追求，如此，如何在當今重新界定涅盤境界？ 

3. 複製科技可以不受宗教或道德規範嗎？─ 自律大於他律，防範於幽微與未

然 ─ 規範的形上依據為何？根據哪一個宗教？ 

4. 如果「美麗新世界」真的實現，人類還需要宗教嗎？─ 宗教的目的在於追

尋「意義」，亦即在解答人活著的終極目的在什麼地方。複製科技可延長

人的壽命，解決生、老、病、死的部分問題，但不可能解決人生的所有問

題或終極問題，因此宗教的任務未了，仍須在「救贖」上盡其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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閉 幕 式 
17：10－17：40 

閉幕致詞： 王俊權 / 教育部高等教育司副司長

 吳思華 / 國立政治大學校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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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俊權 簡歷 

現職：教育部高等教育司副司長 

（96 年 10 月迄今） 

學歷：國立台灣師範大學教育研究所博士 

經歷：教育部技術與職業教育司副司長 

教育部僑民教育委員會專門委員 

教育部教育研究委員會組主任 

教育部高教司暨學審會科員、專員、科長 

台北市政府教育局科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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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思華 簡歷 

現職：國立政治大學校長 

國立政治大學商學院專任教授 

學歷：國立交通大學電信工程系學士 

國立政治大學企業管理研究所碩士 

國立政治大學企業管理研究所博士  

經歷：Visiting Fulbright Scholar, Columbia University, USA 

Visiting Fulbright Scholar, George Masion University, USA 

國立政治大學企管系講師、副教授 

國立政治大學公企中心副主任 

國立政治大學科管所創所所長 

國立政治大學商學院院長 

教育部顧問室顧問、創造力教育領域召集人 

第一銀行董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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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麗芳 簡歷 

現職：國立政治大學公共行政及企業管理教育中心主

任 

國立政治大學附設公務人員教育中心主任 

國立政治大學財政學系教授 

學歷：德國基爾大學財政學暨社會政策研究所博士 

國立陽明醫學院公共衛生學研究所碩士 

國立臺灣大學經濟學系學士 

經歷：國立政治大學社會科學學院副院長 

國立政治大學財政學系系主任 

國立臺灣大學財務金融學系兼任教授 

中央健康保險局副總經理 

北京市中央財經大學財政與公共管理學院客座講座教授 

行政院勞工委員會「勞工保險監理委員會」委員 

行政院主計處「社會福利補助經費設算制度諮詢小組」委員 

台北市政府衛生局「台北市長期照護規劃推動專案小組」委員 

台北市政府社會局「台北市老人福利促進委員會」委員 

行政院衛生署「長期照護諮詢委員會」委員 

台北縣政府「公益彩券盈餘分配基金管理委員會」委員 

行政院教育部「私立學校退撫儲金制度工作小組」委員 

考試院銓敘部「公務人員退休撫卹基金管理委員會」委員 

考試院銓敘部「公務人員協會」爭議裁決委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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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試院銓敘部「人事制度研究改進委員會」委員 

行政院衛生署「健康照護基金管理會」委員 

行政院人事行政局「軍公教員工待遇審議委員會」委員 

行政院衛生署「第六屆全民健康保險精算小組」委員 

行政院「社會福利推動委員會」委員 

台北市政府「台北市社會福利委員會」委員 

行政院人事行政局「人力資源發展委員會」委員 

行政院教育部「九十六學年度大學校院變更審議委員會」委員 

台北市政府衛生局「九十六年度台北市政府衛生局統籌款執行 

審查工作小組」委員 

台北市政府衛生局財務顧問 

行政院衛生署「全民健康保險監理委員會」委員 

台北市政府市政顧問 

行政院勞工委員會「九十六年就業保險費率精算小組」委員 

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園區作業基金監督管理會」委員 

行政院勞工委員會「勞工退休基金監理委員會」委員 

行政院衛生署醫療財團法人九十五年度財務報告審查委員 

行政院衛生署「九十六年度醫療財團法人輔導訪查小組」委員 

行政院財政部「公益彩券監理委員會」委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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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政策論壇 

人文關懷系列：人類生命的再生與複製–倫理、宗教與法律探討 

會議實錄 

 

《開幕式》 

時  間  ：97 年 6 月 14 日上午 9：00-9：30 

地  點  ：國立政治大學公共行政及企業管理教育中心國際會議廳 

主 持 人：吳思華 / 國立政治大學校長 

貴賓致詞：朱楠賢 / 教育部社會教育司司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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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持人：吳思華 / 國立政治大學校長 

    朱司長、各位貴賓、各位主講人、女士、先生，大家早安。首先我代表政治

大學歡迎全體貴賓到本校來參加公共政策論壇第十二次的活動。這次的論壇是人

文關懷系列，探討的主題是人類生命的再生與複製，我想大家都同意這是個非常

重要的課題。在過去這幾百年來，人類社會因為科技的關係，進步得非常快速，

無論是我們的生活品質、生活方式，或是生命的延續，都有根本的改變。昨天聯

電董事長曹興誠到政大來演講，曹董事長提到說，如果我們回到一千年前唐朝時

代，跟當時的人講述現在人類的生活與知識，夏天可以穿西裝，冬天可以開暖氣，

我們的平均壽命可以從五十歲延長到八十歲，他們大概都會覺得這是一個全神的

世界。因為科技的關係，為我們的社會帶來很大的改變，在科技發展的過程中，

我們常常要面對更多更多的思考，因為曹董事長講了這個故事，我才想起，很多

年前我在當教授的時候，有一次在計程車上，司機先生問我，你覺得現在坐在冷

氣房裡面工作，比一千年前的唐朝人幸福嗎？這個問題讓我想了一下，我們的生

活的確改變了，但是我們真的有比以前幸福嗎？這是一個很嚴肅的問題，我們可

能需要從更根本的角度去思考。 

在整個世界運轉的過程中，我們不斷地在追求真、善、美的境界，但科技進

步後，讓我們對真、善、美這三個字產生了一點困惑，首先，什麼是真實？我們

的生命原本是真實的，可是如果生命可以再生或複製的話，那是不是還叫做真

實？如果我們的器官可以不斷地替換，等到死亡的時候，身上的器官已經通通換

了一圈，那這還是真實的生命嗎？第二個是善，什麼叫做善良的行為？我們幫助

一個人延續生命，一定是善良嗎？什麼樣的幫助才叫做真正的善良？我們常常以

幫助別人作為我們人生的志業，但是幫忙或協助到底要有多少分寸？那是一個我

們值得反思的事情。接下來是美，這可能是一個更嚴肅的問題，什麼叫做完美的

人生？我們追求的完美指的是什麼？我們的家庭、社會或是族群，要維持什麼樣

的關係才叫做完美？真實、善良、完美；真實的世界、善良的行為、完美的人生

都是我們所期待、追求的，但是因為科技的關係，這些議題可能都要重新的反思、

回答與定義。 

今天的研討會是要針對生命科技進步所衍生的問題，去作更根本的思考，這

個思考可能無法只從科技的觀點來回答，而必須用更寬廣的角度來觀想。所以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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們希望從倫理、宗教、法律三方面來探討這個問題。幹細胞的研究到目前為止，

還沒有根本的突破，但科技的進步很難預料，我們今天覺得不可能的事情，也許

三、五年或十年內，它就變成可能了，但是社會的改變通常不是三、五年就能準

備好的，今天我們探討這個問題，有的事情可能還沒出現，有的事情可能甚至還

不能想像，但是我們都應該勇敢的去作更長期、更遙遠的規劃。只有我們今天開

始認真地想，我們才能讓科技真正依附在人文之下，而有更健康的發展，我想這

是我們大家的期待。今天這麼多專家學者的出席，對於這個議題必然會有很深刻

的探討，我們預祝今天的研討會能夠非常順利，也希望在座諸位能貢獻各位的知

識智慧，讓我們對這個問題能夠有更清楚的瞭解。希望今天的會議順利、成功，

歡迎大家，謝謝。 

 

《貴賓致詞》 

朱楠賢 / 教育部社會教育司司長 

    吳校長、各位老師、各位佳賓、各位同學，大家早，今天非常榮幸受邀來此

說幾句話。這個議題基本上是非常嚴肅的議題，政大是以人文社會科學為專長，

但是今天可以辦這樣的人文關懷系列，可以從人文關懷的角度結合醫界、宗教

界、法律界、倫理科技各方菁英，到這邊做這樣的對話，這是一個非常值得敬重

且值得探討的問題，今天因為這個議題非常重要，所以開放讓一般不懂但有興趣

的老百姓可以來聽。今天政大邀的這幾位師長，可以說是國內菁英中的菁英，平

常都不容易見到的，今天一次就找來，下午有幾位大師也會來做對談，我們感到

非常地興奮，也對政大感到非常敬佩。人文跟科技的對話一直是吳校長任內所追

求的，誠如剛才吳校長所言，整個幹細胞的研究發展已經把電影情節裡面一些狀

況實現了，所以這個問題的確要及早去面對。科技本身是中立的，但當它發展後

就有一些倫理上、宗教上、法律上的問題，這些都是非常複雜的問題。我先前看

了研討會的一些資料，很多老師引據國外的一些做法，大家都認為這部分是需要

審慎去面對的，但是科技本身是無罪的，如何在倫理的規範下做最好的應用，這

應該是今天這個主題最具意義之處了。今天到這邊來做報告，實在非常誠惶誠

恐，各位專家在這個部分都投入非常多時間，而且貢獻非常多心力，今天與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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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位佳賓也都是關心這個議題的人，我想今天聽了之後，一定會有很大的收獲，

也會有更多的沉澱與反思，讓我們以後在這個議題上能夠再往前走。教育部有一

些生命教育的學習網，我們也很注意一些倫理教育。醫教會的執行秘書賴其萬先

生他在行政及專業方面都很傑出，所以我覺得賴老師來這邊一定能對生命教育這

一塊做出很好的說明。如同吳校長，我也謹祝大家今天收穫豐碩，大會圓滿成功，

謝謝各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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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政策論壇 

人文關懷系列：人類生命的再生與複製–倫理、宗教與法律探討 

會議實錄 

 

《第一場：人類生命的再生與複製–倫理爭議與法律挑戰》 

時  間：97 年 6 月 14 日上午 9：30-12：30 

地  點：國立政治大學公共行政及企業管理教育中心國際會議廳 

主持人：何美鄉 / 中央研究院醫學研究倫理委員會主任委員 

主講人：邱士華 / 台北榮民總醫院幹細胞研究室主持人 

        賴其萬 / 教育部醫學教育委員會執行秘書、和信治癌中心醫院講座教授 

    何橈通 / 台北榮民總醫院教學研究部主任 

        范建得 / 國立清華大學科技管理學院生物倫理與法律中心主任 

與談人：蔡篤堅 / 臺北醫學大學醫學人文研究所所長 

        戴  華 / 國立政治大學人文中心主任 

        陳惠馨 / 國立政治大學法學院院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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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持人：何美鄉 / 中央研究院醫學研究倫理委員會主任委員 

各位來賓大家好，非常榮幸今天早上有這個機會來主持第一場的研討會，有

關人類生命的再生與複製，focus 在倫理爭議與法律的挑戰。以一個科技人而言，

在我一輩子的工作中，我非常堅持一個原則，科技是維護人體生命、人文科學價

值的基本工具，在我們身處科技的進展與人文發展交叉點的同時，我們有很多的

問題可以討論，現在我們就開始第一個演講者，邱士華醫師，台北榮民總醫院教

學研究部幹細胞研究室主持人，他所要演講的題目是幹細胞的研究與進展現況，

我們歡迎他。 

 

主講人：邱士華 / 台北榮民總醫院幹細胞研究室主持人 

吳校長、各位長官、各位佳賓大家好，很高興今天有這個機會跟大家介紹幹

細胞的研究與進展現況。本人目前是台北榮總教學研究部主治醫師，同時也擔任

幹細胞實驗室的主持人。今天的論壇主題是『人類生命的再生與複製』，如果談

到人類生命的根源，應該都會想到幹細胞，大家一般對幹細胞最直接的認識是胚

幹細胞，然而受精後所形成之囊胚及胚幹細胞，在母體子宮內著床十個月之後，

就會形成一個活生生的嬰兒，所以說幹細胞是生命的起源一點也不為過。那到底

幹細胞或胚幹細胞的重要性跟獨特性、生命根源的秘密，到底在哪裡？其實大致

而言，可分為兩個重點，第一是幹細胞是一群具有自我複製、更新能力的細胞，

其二是幹細胞具有多分化潛能之特性，多分化潛能性可能是大家比較清楚的部

份，舉例來說，把身體上重要的幹細胞或是臍帶血幹細胞保存起來，在危急的時

候利用幹細胞可多分化之特性，將幹細胞分化成神經細胞，對於中風的病人就可

以用這些幹細胞來救治，所以幹細胞很大的特色之一就是它在適當的環境下可以

分化成特定的三胚層細胞，包括學術上所講的內胚層，就是可形成肝臟、胰島；

中胚層，可形成血液細胞；外胚層，可形成皮膚細胞或神經細胞。 

剛剛有提到另外一個重點，叫“自我更新＂，英文叫做“Self-renewal＂，

這名詞無論是中文或是英文好像都很難懂，我簡單舉個例子，自我更新就似具有

一種特殊能力，“它＂可使一位年輕貌美的二十歲小姐，經過二十年、六十年後

甚至二百年後，皆可保持她青春永駐並且沒有任何變化，這樣的特殊能力，將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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僅是生命的根源，更是人類的夢想。什麼機制會使青春永駐與生命不朽呢？簡單

而言，這種神奇的機制，我們可以統稱為“自我更新＂。通常在生命的起源，不

管是細胞的複製，或是成體細胞受傷時的再癒合，其實都會產生細胞的分裂，通

常在細胞分裂的過程中，會有另外一個很重要的作用機制，就是“老化＂，成熟

其實就是一種老化的機制，但幹細胞在不斷分裂的過程當中，它卻有自我更新能

力，雖然它分化成成熟細胞，但是幹細胞本身卻不進行老化的過程，這是幹細胞

的特色。我個人認為無論是生命的起源或是在科學研究上，幹細胞之可以稱為所

有細胞之起始，就是具有自我更新的能力。大家常見到媒體報導幹細胞的可塑性

非常強，可用不同方面治療，這些是它的應用面，但是真正就生命的起源或是幹

細胞的重要性而言，不論是現在或是將來，“具有自我更新的能力＂就是幹細胞

的核心所在。 

幹細胞比較確切的研究應該是起源於一九七○年代，是由兩位美國科學家與

一位英國科學家，他們開始分離小鼠的胚幹細胞，建立胚幹細胞體外培養系統，

而這些重要的研究成果，也促使這三位科學家一起榮獲二○○七年諾貝爾獎的肯

定。他們的主要想法是，既然生命有起源，那起源應該是在受精卵之胚胎裡面，

那麼哪些細胞最重要？後來他們發現在囊胚期中有一些特殊內質細胞(Inner cell 

mass)，於是將它們分離出來在體外獨立培養，能在實驗室中穩定操作，在細胞

不斷分裂與分化的過程中，他們發現幹細胞不但不會老化，同時這些幹細胞具有

自我更新的特色，這時這三位科學家就想到一個有趣的問題，如果在裡面加入一

些特殊的基因，那這些基因將會帶來什麼改變？首先他們利用分子生物技術將這

些特殊的基因放到小鼠的胚幹細胞內，之後再把這些胚幹細胞放回已受精老鼠的

囊胚中，最後可產生所謂的基因轉殖鼠。然而經由這三位科學家的努力，他們在

整個實驗過程已成功建立了老鼠胚幹細胞體外培養的技術、老鼠複製的技術、核

轉移的幹細胞技術等等。以下是我們實驗室跟臺灣動物科技中心合作的內容，我

們重覆了類似的實驗，利用分子生物技術首先將綠色螢光基因送入小鼠的胚胎細

胞中，這個綠色螢光基因就好比 GPS 的全球定位，跟剛才介紹的三位諾貝爾獎

得主所做的實驗非常類似，這樣的實驗結果會讓小鼠胚幹發出綠色螢光，之後我

們再把加入綠色螢光基因後所選殖出來的胚幹細胞放回已受精小鼠囊胚中，他生

出來的小鼠就會自動發出綠色螢光。大家可能會想為什麼這些科學家要做這些工

作？這些工作的重要性何在? 簡單的說，譬如目前我們做了很多基因缺損的老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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來模擬巴金森氏症、阿茲海默症等人類的重大疾病，有了這些特殊小鼠，我們就

可經由這些特殊老鼠來開發藥物或進行基因的治療，這些都是胚幹細胞在實驗室

中所獲得很重要的成果及應用。 

但是有關人類胚幹細胞之研究，直到一九九八年才由美國科學家 James 

Thomson 成功建立了人類胚幹細胞株以及人類胚幹細胞體外培養系統。事實上從

一九七○年代就開始建立幹細胞的技術，但是侷限於小鼠，為什麼隔了二十多年

才有人類胚幹細胞的建立呢？基本兩者之技術是很十分接近的，但是這中間涉及

很多倫理與宗教的議題，這也是今天討論的重心。這些人類胚幹細胞送到免疫不

全的小鼠體內後，可以形成一個新的個體，也進一步發展出腸道、硬骨、軟骨、

神經、胰臟等組織，當時在美國及全球引起了非常大的震撼，此項研究之後也獲

得當時的美國總統 Clinton 的大力支持。目前有關人體胚幹細胞的部份研究，目

前只被允許在研究室實驗階段。在研究室中如果把胚胎幹細胞做適當的培養，大

概十天左右，就發現它可產生具類似心跳能力的組織，在我過去的經驗中，只有

胚幹細胞具有這種類似心跳的能力，一般的臍帶血與成體幹細胞皆不具有這項功

能，所以為什麼胚幹細胞被稱為全能幹細胞，而且可以說胚幹細胞是生命的起

源。在一九九八年人類胚幹細胞的技術突破後，不只科學界，法律界、宗教界都

注意到這個問題，而且特別就實驗室的狀況來看，除了迫害胚胎可能是扼殺一個

生命具有爭議性外，胚幹細胞仍具有其它尚無法解決的問題。事實上胚幹細胞就

像是一個過動兒，很難去調控它，這是一九九八年 James Thomson 的實驗，他將

人類胚幹細胞送到免疫不全的小鼠體內後，可產生多種器官組織的細胞，這是很

令人興奮的結果，但是事隔十年回來看，這些經由胚幹細胞形成新的腸道、硬骨、

軟骨、神經、胰臟等組織，皆與正常組織有所不同，例如經由胚幹細胞形成新的

神經組織，將會造成神經傳導會出現一些問題，如果是胰臟細胞長成這樣子的

話，會造成胰島素的分泌過多，這樣的狀況在醫學定義上面叫做過度增生，甚至

會形成腫瘤；因此人類胚幹細胞將來如果要真正被運用，形成腫瘤的疑慮是絕對

不能被忽視的，所以各界人士希望可以透過其他成體來進行幹細胞的研究，以避

免上述的後遺症。有關成體幹細胞，這邊大家可能比較有概念。從皮膚到神經其

實都有很多成體幹細胞，從臍帶血、胎盤、羊水這些法律上比較容許的來源取得

幹細胞，這可能是將來運用上比較沒有爭議的空間，將來可以使用在細胞修復和

細胞治療方面也較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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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可以做個簡單的歸納，越來越多的實驗證明在人體中，從年輕人、老年

人的組織中，都可以找到很多成體幹細胞，並可進一步成功分化成軟骨、硬骨、

韌帶或脂肪的能力。由於目前胚幹細胞有引起腫瘤的疑慮，所以現在科學家希望

找到更好的取代胚幹細胞的方式，這位日本科學家 Yamanaka，於二○○六年發

現可以運用一種誘導的方式，首先他將四個人類胚幹細胞重要的基因，利用分子

生物技術將四個基因送進成體的皮膚細胞，這種基因改造的方式將造成胚幹細胞

重新編組，成體的皮膚細胞經由重新編組之後，他發現這樣的細胞具有類似胚胎

幹細胞的特性，這些特性帶給科學家相當大的震撼，這樣的實驗結果意謂著將來

可能不用再取胚胎裡面的胚胎幹細胞，而直接取用成體上的細胞再加上基因改造

技術，就可以取得類似胚胎幹細胞的來源。並且最近一年中已經有越來越多的科

學文獻支持這種技術之可行性。 

除了幹細胞的研究外，最近兩三年中也發現，在腫瘤裡面有些細胞也具有幹

細胞的特色。腫瘤為什麼會復發？為什麼會有抗藥性？這當中很可能與具有”腫

瘤幹細胞”有關。通常腫瘤病人會接受完整化療與放射線治療，但是治療後往往

癌症還是不能痊癒。為什麼癌症始終不能痊癒？事實上在一百多年前科學家就已

經觀察到腫瘤裡面的細胞，只有一小群細胞才是真正形成腫瘤的關鍵，二○○六

年有一個非常重要的假說提出，認為腫瘤很可能是來自於惡性的”腫瘤幹細胞”，

那”腫瘤幹細胞”是怎麼來的呢？極可能是從正常的幹細胞突變的，可能是因為老

化過程、放射線或是各種致癌的因子所引發，誘導它造成不正常的突變。以前的

說法是，我們成熟的細胞，比方說成熟的肝細胞，經由各種致癌的因子的刺激，

可能會導致肝癌; 現在對於造成肝癌的說法是，很可能是肝臟中的肝細胞突變，

最後形成腫瘤幹細胞，形成肝癌腫瘤，目前有越來越多的實驗證實這些腫瘤幹細

胞對於化療、放射線治療都具有抵抗性，事實上只要有一顆腫瘤幹細胞存在，他

終究還是會形成腫瘤。我們在實驗裡面會看到把極少數的腫瘤幹細胞打到老鼠身

上，這種老鼠是免疫缺陷老鼠，可以模擬人體臨床上的治療，施予放射性治療、

化療，我們可以看到這些腫瘤事實上還是會復發，最後會形成更嚴重的腫瘤，我

們把裡面認為比較不重要的一般腫瘤細胞分離出來，打到老鼠身上後，再施予一

般的化療或放射線治療，腫瘤就會消失，所以腫瘤無法治癒的原因是不是跟幹細

胞有關？這種幹細胞與正常的體幹細胞或是胚幹細胞有什麼不一樣？這也是目

前科學界研究的重心。我們在實驗室中可以成功地從腦瘤、肝癌、大腸癌等分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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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來這種類似幹細胞的腫瘤細胞，我們暫時稱它作”腫瘤幹細胞”，科學界目前對

這種幹細胞事實上還不是非常清楚，我們也發現”腫瘤幹細胞”裡面的一些基因特

性，跟正常的胚幹細胞非常類似，特別是胚幹細胞所具有的基因。 

為什麼要研究腫瘤幹細胞，其實目的就是希望將來做一些藥物篩選，以期提

供更好的個人化醫療服務，最後非常感謝國家幹細胞優先推動計畫、教育部一流

大學頂尖計畫、台北榮總核心計畫的支持，我們實驗室才能有這樣的研究成果，

謝謝！ 

 

主講人：賴其萬 / 教育部醫學教育委員會執行秘書、和信治癌中心醫院講座教

授 

主持人、吳校長、各位貴賓，大家好。今天非常榮幸有這個機會來這裡參與

盛會，幾個月前接到邀請時我欣然同意，因為這使我想起我回國沒多久，應邀參

加在成大舉辦的一個醫學、宗教與法律對器官移植的綜合座談會，與星雲法師及

陳定南部長一起的討論，使我受益良多，所以我很高興接受這個 challenge。但等

到前幾天開始在準備的時候，才覺得自己比較想當聽眾，因為我本身並不是真正

從事幹細胞的科技研究，所以我決定在今天的報告將侷限在由自己的本行，神經

科醫師的立場，以及多年在衛生署醫學倫理委員會擔任委員的立場，來看幹細胞

的研究，我想這樣做也可以避免與其它講者由其專門領域所提出的看法有所重

複。 

就神經學而言，有兩個問題是我們很希望幹細胞可以幫助我們，一個是到目

前為止還沒有辦法治療的退化性病變，例如漸凍人 (Amyotrophic Lateral Sclerosis, 

ALS)、阿茲海默症 (Alzheimer disease)、亨丁頓症 (Huntington disease)等。另外一

種是以目前的醫療治療仍然效果不盡理想的神經學疾病，例如多發性硬化症

(multiple sclerosis)、巴金森氏症 (Parkinson＇s disease)、癲癇、中風、脊髓傷害等。

幹細胞的研究在醫療團隊與病人間燃起了一線希望，但這種科技的突破也帶來了

許多倫理、法律、宗教的挑戰。 

但首先我想跟大家報告一則在科學界發生的令人不得不警惕的報導。在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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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年的時代雜誌（TIME）有一篇有官關中國一位神經外科黃醫師的報導，他

在美國研究兩年，在 NYU 與他的教授曾經在動物實驗上，將胎兒嗅覺神經膠質

細胞種在受傷的脊髓上，使癱瘓的雙腳開始有感覺，後來黃醫師把這個技術帶回

中國，就在人的身上做治療。他的美國教授聽到有關他的報導後，很感慨地說，

黃醫師所做的事在美國是 illegal 的，但當記者去拜訪黃醫師時，轉述他的指導教

授對他的批評，沒想到這位黃醫師竟然振振有詞地回答說，“Even if it were legal, 

it’s unethical”（就說這樣做是合法的，但我卻認為是不合倫理的）。這件事給了我

很大的震撼，因為當一位科學家確信自己的治療有效時，就會覺得我如果不做這

個治療，就有如見死不救，反而變得不合倫理。但問題就在於他認為是有效的，

只是在動物實驗上看來可能有效，但並沒有在人體實驗合理的證明過，怎麼能就

預知這種治療對病人真的會有效呢？最後這個黃醫師身敗名裂，因為大家發現他

是因為個人的貪婪，而不是真正的科學研究，我提出這個不幸的例子，就是要讓

我們警惕科技與倫理的衝突是一件非常複雜，但不得不重視的議題。 

至於人類幹細胞的技術與安全，我們很快的帶過。我想很多問題都是我們要

去考慮的，例如技術上或安全上，幹細胞會不會長癌、會不會更快地老化，這都

是剛剛邱教授提過的，但作為一個神經學者，我們擔心的是幹細胞雖然可以活下

去，但它能不能跟原有的細胞產生 network（神經網路）？因為神經細胞最主要

的功能是傳導，它是一個 network，我們做的幹細胞研究在神經學上如果要成功，

就要能與周圍的神經細胞產生 network。另一個最重要的問題是胚胎的「道德地

位」（moral status），如果採用 Warren 的定義，就是在道德上具有份量，是行為者

實際或可能對其負有道德義務的對象。如果胚胎具有道德實體的話，我們就不能

只是依自己的喜好來對待它，而是有義務考慮其需要、利益或福祉；這麼做並不

只是因為對自己或他人有利，而是因為該具有道德地位個體的需求本身就具有道

德重要性。因此，對於人類胚胎之道德地位認定不同、便會對胚胎幹細胞研究持

有不同的立場，大致可分以下三種不同主張（蔡甫昌「人類幹細胞研究的道德爭

議」健康世界 2004; 219:52-54)： 

第一種：胚胎和胎兒都具有道德地位，對於他們進行實驗而殺害之是不道德

的，因此反對任何人類胚胎幹細胞研究。 

第二種：胚胎不具有道德地位，為了造福人類而對他們進行實驗是可以被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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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的，因此支持人類胚胎幹細胞研究。 

第三種：胚胎具有某種程度之道德地位，其重要性隨著其成熟度增加而遞

增，但不如成人的道德地位重要，因此為了促進人類之健康福祉而對很早期的胚

胎進行研究是被允許的，但是對較成熟之胚胎進行實驗則是不被允許的；基本上

是有限度地容許人類胚胎幹細胞的研究。 

這第三種的看法可能是目前一般人最能夠接受的，而一般倫理委員會也採取

此一看法。 

在美國有兩個最有名的神經學者組織，一個是 American Academy of 

Neurology（美國神經科學院），另一個是 American Neurology Association（美國

神經學協會），在美國共有一萬八千名會員，在二○○五年時，這兩個學會同時

對於「胚胎和成人的幹細胞在生命科學的研究中扮演的角色」發表一個共同的「立

場聲明」(position statement)，我將它翻譯成以下六點： 

1. 學會一方面要尊重胚胎的道德地位以及社會大眾對這議題的敏感度，但一

方面也要確保這種重要醫學研究可以繼續。強調如何取得捐贈者的告知同

意的重要性，並且嚴禁以不合宜的手段取得同意以及注意保護捐贈者的隱

私權。 

2. 學會支持聯邦及州政府對多能性（pluripotent）幹細胞之研究計畫，包含

所有合於倫理與科學指引所產生之所有胚胎幹細胞，而不應該只侷限於 

2001 年總統之命令。 

3. 學會支持胚胎與成人之幹細胞株研究，但我們同意成人幹細胞是否能夠與

胚胎幹細胞一樣的有效，尚待考核。 

4. 學會支持以「細胞核轉殖術」(SCNT)製造胚胎供醫學生物研究使用，但

反對以這方法傳宗接代。 

5. 學會深知就倫理方面的意見而言，胚胎之地位不可能得到所有會員的滿意

支持。因此此兩學會共同建議，胚胎幹細胞研究 (ESCR)與「細胞核轉殖

術」應在聯邦政府的監督下，以確定這種最高品質的研究是在嚴格的倫理

標準下完成。 

6. 由於有關幹細胞的生物科技日新月異，兩學會將定期檢討立場是否需要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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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 

這個「立場聲明」發表之後，學會會員有一大堆的不同反應，意見紛紛擾擾，

因為這個聲明並沒有經過所有的會員投票。 

接下來介紹台灣的衛生署人類胚胎及胚胎幹細胞研究倫理政策指引： 

一. 人類胚胎及胚胎幹細胞研究（以下簡稱胚胎及其幹細胞研究），應本尊重

及保障人性尊嚴、生命權之原則及維護公共秩序善良風俗為之。 

二. 胚胎及其幹細胞研究應遵守政府有關法令之規定。 

三. 胚胎及其幹細胞研究不以下列方式為之： 

(1) 使用體細胞核轉植技術製造胚胎並植入子宮。 

(2) 以人工受精方式，製造研究用胚胎。 

(3) 製造雜交體。 

(4) 體外培養已出現原條之胚胎。 

(5) 繁衍研究用胚胎或將研究用胚胎植入人體或其他物種之子宮。 

(6) 繁衍具有人類生殖細胞之嵌合物種。 

(7) 以其他物種細胞核植入去核之人類卵細胞。 

四. 胚胎及其幹細胞來源，應為無償提供之自然流產、符合優生保健法規定

之人工流產、人工生殖剩餘胚胎，或以體細胞核轉植製造且尚未出現原

條之胚胎或胚胎組織。 

五. 胚胎及其幹細胞來源之取得，應於事先明確告知同意事項，經提供者完

全理解後，依自由意願簽署書面同意書後為之。 

六. 以人類卵細胞進行體細胞核轉植研究，應為依法施行人工生殖之剩餘卵

細胞，且經受術夫妻或捐贈人書面同意；或經告知成年婦女並取得其書

面同意捐贈之卵細胞。前項卵細胞之提供者，應具行為能力，且不得與

計畫主持人有職務上之關係。 

七. 胚胎及其幹細胞研究計畫應經研究機構倫理委員會或委託其他機構之研

究倫理委員會審查通過後為之。 

   前項審查，應注意下列事項： 

(1) 研究計畫須符合促進醫療與科學發展、增進人類健康福祉及治療疾病

之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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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難以使用其他研究方法獲得成果。 

(3) 計畫內容具備科學品質並符合倫理要求。 

最後我想引用一位神經學的教授 Steve Goldman 發表的文章”Neurology and 

the stem cell debate”（神經學與幹細胞研究的爭辯），他說，「我相信聰明的大家

可能有很多人會不同意神經學會提出來的立場聲明，但我們都要負責任，我們希

望醫學和科技的進步不會超越現今社會可以理解與接受的程度，基本上，這個立

場聲明是要告訴我們的醫生和神經學者，我們為了要使幹細胞的研究和治療能夠

有效與安全，所以各位都有責任，要對你們的病人說明，讓他們了解，也要讓政

客了解，在科學上一定要以很嚴謹的態度小心地對醫療過程負責任。同時我想一

提的是，美國民主黨總統候選人 Obama 去年六月對報界曾發表聲明，認為美國

政府的聯邦法案過度限制幹細胞的研究，對人民的權利有不當的影響。 

因此今天政大的論壇很有意義，讓研究學者與各方人士對話，讓政客、大家

都有機會了解，才不至於科學一直往前衝，但大眾的了解還在後面，以至於大家

盲目地反對，最重要的是大家都要同時並進，我覺得這種溝通的論壇很有意義。

我的報告就到這邊結束，謝謝大家。 

 

主講人：何橈通 / 台北榮民總醫院教學研究部主任 

吳校長、周主任、各位前輩、各位女士先生，非常高興且榮幸有這個機會到

這邊來做報告，不好意思，我的簡報來不及換成中文。台灣目前有一個人體實驗

委員會叫做聯合人體實驗委員會，成立剛好十年，在國際上也有一定的地位，最

近幾年擴大成立了一個基金會，叫做醫學研究倫理基金會，我個人在會內擔任主

任委員很多年了，現在也擔任這個基金會的董事長，我講這一段話的目的是，我

們是站在一個實用的角度，很多的理論在面對現實的時候都要跟社會及生活做出

妥協，像剛才也提到歐巴馬說應該要支持研究，布希在二○○六年也說可以用體

細胞來做。第二部分是，在一九九○年的時候，華盛頓郵報有一段敘述，他說我

們的科學進步得太快了，社會跟不上，所以社會上的民眾不知道你在說什麼東

西，這樣是不好的，這句話到現在已經二十年了，其實有兩個涵義，第一是科學

家必須跟社會學家溝通，同意書裡面寫的名詞用法要讓一般人了解，有人就說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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們醫生實在太驕傲了，不跟社會溝通，這是第一個涵義。第二，科學家是社會的

菁英份子，走在時代的尖端，他當然什麼都行，包括他的口才跟影響力，所以可

以影響政客，讓政客通過法案，這是很危險的，例如曾經發生在希特勒時代的實

例。一九三幾年的時候優生學剛好跟今天的題目有關係，運用科學家的政治力量

通過這些法案去殺人，這是很可怕的事實。 

再來就講到宗教的角色，天主教跟回教恐怕態度不太一樣，科學家、哲學家、

醫生、法律專家、社會學者、神學家等等，更重要的是社區的領導者，也就是社

會的賢達跟人體實驗會的委員，現在人體實驗會的委員素質要求也提高了，這些

委員有問問題的權利，包括科學問題，因為這當中有很多代表不是科學家。 

接下來是幾個名詞，剛才提過了，SCNT 就是 Somatic Cell Nuclear Transfer，

就是體細胞「核轉植」，把體細胞的核拿出來，種到一個去核的卵子中，他就變

成跟人一樣的東西，這就是桃莉羊的故事。IVF 就是試管嬰兒，Fertilization 就是

受精卵，這個很重要，是目前為止唯一合法的。Genetic Engineering 就是遺傳工

程，Recombinant DNA 這個技術比核轉質困難。接下來是基因治療跟細胞治療，

這個涉及的問題也很多，雖然已經過了熱潮了，但技術上仍是有問題的；細胞治

療剛剛邱教授講了，如何把幹細胞培養成你要的細胞進而去治療，這是現今的一

門顯學，當然在技術層面也很多問題。更新的是 Human Artificial Chromosome，

人工人種染色體，這目前還停留在動物實驗的階段，胚胎細胞不可以做治療的研

究。Adult Stem Cell（成體幹細胞）是可以做的，臺灣這方面現在做得相當好。

最後一個名詞是 Asexual Reproduction，無性生殖，剛才講的轉植、複製人其實

就是無性生殖，但用這個名詞可能比較好一點，生出來的生命叫做 Delayed 

Twinning，只是一個「晚生的雙胞胎」而已。 

Genetic determinism（遺傳決定主義）這個錯誤觀念可能很多人有，就是「遺

傳基因決定一切」。其實複製人與母體間表現出來的情形還是會不一樣，受到後

天環境因素的影響不一，所以 Genetic determinism 這個觀念是錯的，正確的觀念

應該是剛才所講的，它是一個晚生的雙胞胎，它只是一個複製品，如果本體的染

色體不好的話，製造出複製人後染色體也不可能會變好，因為沒有做基因改造。

應該說這些複製人他們遺傳上的構成是一樣的，但事實上是兩個不同的人，在生

物學、心理學上都是不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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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個技術的問題恐怕不是科學問題，因為科學是中性的，所以爭辯的是

outcome，已經做成複製人後要如何因應的問題。舉例而言，lineage responsibilities

（家族責任），我用我皮膚的細胞去做了一個複製人跟我一樣，那我是他爸爸還

是他是我兄弟？他要不要扶養我？我用他的器官來治療我可以嗎？and legal 

status（法律位階），我的遺產他也可以分嗎？雖然問題很多，我覺得還是可以解

決的。 

這是天主教神學家的看法，他認為這樣是不好的，因為這樣的嬰孩是一個

designed product（設計而得的產品），並不是上帝給我的禮物，我的心裡並不驚

喜。若是人文學家，會認為 A “Human Clone” has a right to an open future，複製人

應該也有權利擁有一個自由開放的未來，但這跟我們現在要複製人的目的不一

樣。接下來是一些簡短的 overview（綜評）： 

‧ Still a very uncertain procedure, a very low success rate：這個手術還是有很多

很多的不確定性，而且成功率相當低，目前要做的話還是具有高度的實驗

性質，及具多方面爭議性。 

‧ Highly experimental & controversial procedure for now 

‧ Unsolved questions about the health of cloned animals：複製動物的健康仍有許

多未解決的問題。 

‧ The risks far outweigh any supposed benefits：風險仍遠大於利益。 

‧ The motivation is always questionable, except a few, e.g., last-resort of fertility 

treatment：動機仍然永遠是引起疑問的，只有少數例外，例如不孕症治療的

最後方法。 

‧ Cloned children may have emotional problems to live up to particular 

expectations：複製長成之小孩，可能因為要努力成為所受期待之標準而有

情緒問題。 

‧ The unusual origin and resemblance to the clone donor may be emotionally 

and/or psychologically harmful：複製人因為與其「捐贈者」相似，且因其出

生別於常人，而可能造成心理上或情緒上的傷害。 

這種動機跟把他養大的方式，具有無限的可能性，例如開始時，他的動機可

能是想把他變成麥克‧喬登 (Michael Jordan)，但之後在養他的過程中，父子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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係生變了，還是會產生感情、道德等問題，也就改變了起初之期望，這些問題也

許可以解決，可以訂定一些經過公眾討論的細部遊戲規則，但不是所有都可以解

決。 

站在人體實驗委員會的立場的話，可以用三角形的概念去描述。科學由科學

家們去管，倫理有倫理的看法，法律有法律的看法，這三個是互相平衡的，但我

們覺得目前臺灣做得還不是很理想。在幹細胞的學界現在形成一個共識，決定不

做生殖的複製人，只做醫療複製的研究，這是目前國際幹細胞學會的共識。在各

國的公共政策上，定義很清楚，複製人的做法是把一個有雙倍染色體的胚胎，種

到無核的卵子裡去，也可以擺到其他生命體去或是一個 device 設備或器材培養

成為人種，在歐美及許多其他國家，都已立法命令禁止。 

最後我引用 Keith HS Campbell 的話，他是做出桃莉羊的共同作者。他說剛

好十年了，桃莉羊死掉了，他說我是一個始作俑者，所以免不了要回顧一下，在

桃莉羊之後，核轉移技術已經在很多的哺乳類動物中成功了，可見這個技術是一

個普化的技術，但因為目前在技術上還有很多缺陷，可能會造成很多發育上的異

常，再來就是可能沒有什麼醫療處方要用它，但這個研究對科學及生物的基礎研

究有非常重大的貢獻，在農業上面也有很大的貢獻。以前我在國內學胚胎學的時

候，都覺得它死板板的，但現在用幹細胞發展生物學充滿無限的可能性，可以帶

動相當大的科學進步。以上是我今天的演講，謝謝大家。 

 

主講人：范建得 / 國立清華大學科技管理學院生物倫理與法律中心主任 

吳校長、在座各位專家學者，大家好。由於我是最後一位報告，所以以下我

就直接進入我的報告主題。我的報告題目是再生複製與醫療的衝擊，首先我想用

一位醫師在他的一本書裡面所引的一段話，我很佩服他的觀察，他說：「所有自

然科學的研發，皆直接或間接地朝向於揭開生命的奧秘，這是生命的演化過程，

也是一個全人類最有趣的拼圖解謎遊戲，一旦生命的謎題被全面破解，就代表另

一次演化的開始，因為在破解謎題的同時，大自然將被完全破壞。自然科學是必

要但致命的過程。」我認為今天探討的主題非常適合對照以上文字，尤其是用人

文社會的角度來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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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報告以制度為主，以討論生物技術之相關溝通、規範、管理的制度化問

題為焦點，並以制度在運作、執行與監督的基本原則為重心。報告內容大致上可

區分為二：人類生命延長之科技與展望、人類生命延長之衝擊與制度回應。 

按照未來學家對 21 世紀中期的人類健康預測，人平均壽命將會增加 20-40

歲，人體效能強化，增強記憶力與心智能力的藥物與療法會出現，基因科學提高

子女的免疫力、運動能力，腦力，人類不死的可能性大增。至於談到再生醫學，

我想引用 NIH 主要提出來的疑慮，第一個是骨髓幹細胞的應用，第二個是幹細

胞修復神經系統的部分，第三個是以基改幹細胞從事實驗性基因治療。再生醫學

中的核心，剛剛大家談到幹細胞，其實是不斷地從試管的受精卵或細胞核、胎盤、

脊髓、成體等萃取出幹細胞來做分化，這是我們剛才談到的現今科技發展的重點。 

這其中引起很大倫理爭議的，就是幹細胞的來源。現在幹細胞的種類可能不

只這一些，從胚胎、胎盤、脊髓或成體取出的各自有不同的屬性，其實在生命的

爭議中，這是一個重點，倫理學家和人文學家在此也不斷地跟科學家對話。那我

們現在的再生醫學把幹細胞用在哪裡？其實早期說的基因治療是透過逆轉入的

病毒直接進入到人體，但現在的情況，剛才邱醫師有提到，雖然也還有這一塊，

但是重點在這裡，有成體的細胞進來、有去核的細胞從這邊進來，在這邊融合以

後再進入人體。當技術發展到這邊的時候，無論是胚胎幹細胞還是從骨髓庫來，

或是體細胞核的轉植，倫理問題在這一段始終沒有得到充分的解決。 

為了要解決這個問題，其實科學家做了很多努力。我最近跟很多生物科學家

接觸，其實我必須要講，在他們主觀裡面，都願意去遵循倫理的規範，所以他們

也希望在科學技術上有所回應，譬如使用 dead embryos、Non-destructive biopsy、

Bioengineered cells、Reprogrammed adult somatic cells 等。其實科學家不斷地往這

個方向在做努力，這時候其實我會想到一件事情，在某個研討會中，我碰到一個

生物科學家轉做哲學家的人，他曾經在研討會上發表一段話，當大家講完技術層

面的報告後，這一個可能是倫理學家的人站起來大聲說：「人要取代上帝來掌握

我們的未來，我們可以這樣做嗎？」然後撻伐的言論就出現了，讓在場的科學家

覺得自己像個罪人。 

這中間牽涉到很多的人文思維，如何做個協調，在過去我也花了很多時間參

公共政策論壇－人文關懷系列 人類生命的再生與複製

173



與生物銀行的推動，我自己只能說點滴在心頭。很多科學家覺得自己沒有被公平

對待，因為他覺得你不了解我們的科學進程，但是一個人文學家或社會科學家是

不是一定要了解科學才能發言？我認為這是很有趣的對話。最近我參與一場研討

會，在探討核能，結果五個講者裡面有四個支持，一個反對，在那個反對的專家

發言的時候台下報以熱烈的掌聲。怎樣推動社會教育去形成社會共識？如何避免

劣質的政治經濟操作造成無可回復的損害？如何充分發揮科技的正面價值以造

福人類並將可能的負面因素降至最低？這些都是很重要的問題。 

美國算是最早發現這個問題的，他們在 1992 年時就強調，最重要的是對於

醫藥科學、人類生命與社會的衝擊。從 1997 年我們推動尖端型研究到現在已經

十年了，就像校長剛剛談到的，其實它還是一個對社會非常重要的議題，但在我

們這次總統選舉裡面，它還是沒有成為一個很大的議題，所以社會好像沒有給予

足夠的關切；這當中其實有很多共識是需要去建立的。 

我認為生殖科技發展到最後都離不開我們的文化傳統：生的喜悅。這是 Paul 

Klee 的一幅畫，叫 Dreaming of Offspring，我覺得這幅畫很有意思；藝術家把人

對於生的期待跟它的美做一個很抽象的呈現，我們每個人可以有不同的思考方

式。接下來這段影片我在這邊沒有辦法放給大家看，這段影片在講我們操縱孩子

的基因去避免一些遺傳疾病，我們希望他健康地出生，這是 perfect baby 的問題。

再來是另一段影片，有關 Life Manipulation。這些東西告訴我們，其實我們都應

該先對「基因研究在做什麼」有個基本了解，但社會大眾普遍還是不知道基因研

究在做什麼，其實我自己也不是很懂，我只是努力地去請教專家，我發現生物研

究進入複製層級後讓我們加深對人的觀察，從他的外貌、性別，到現在從基因來

觀察，這東西的影響不只在醫療方面，現在日本甚至已經用到生物機器人上了，

它對我們未來的衝擊是無遠弗屆的。 

Tale of Muddy Man，這是在西元一九六○年時，一個猶太人的故事。有個教

士在密室中做出了一個泥人，他希望造福世人，他在上面貼了一顆心，沒想到它

活起來以後卻危害世人。這種長久以來的恐懼，跟我們現在可以用科技創造一個

人出來是一樣的。現在的疑慮跟一九六○年代時那個泥人的疑慮沒有不同呀，只

是名詞不同而已。 

公共政策論壇－人文關懷系列 人類生命的再生與複製

174



複製的方式有以下幾種：DNA 轉植、DNA 重組、生殖性複製、治療性複製。

我們知道國際的社群只同意治療性複製。接下來這個桃莉羊我就不多談了，牠就

是用細胞核轉移的技術去做的；移除黑面羊的細胞核到這邊，用電極產生一個新

的，孵化成胚胎，到 2004 年時已經做出牛的 serial-cloned。 

當我們走到這個階段，有很多不可承受的重。第一個是醫療與健康的問題，

再來是就業、退休、社會福利的問題；教育學習的問題；環境生態的問題；宗教

心靈的問題；社會、政治問題；家庭、家族關係變動；婚姻法、繼承法面臨改革；

老人長期掌權、政治世代如何交替的問題。 

以上這些問題，從政策面可以歸納為以下幾點： 

1.科技不確定性：基因改造作物是否安全？人體基因治療之風險？被複製人

將帶有健康瑕疵？ 

2.利益衝突：醫藥專利與窮國人民健康權、保險與就業之基因歧視。 

3.價值觀、世界觀歧異：胚胎生命價值？是否允許訂做救命寶寶？ 

這幾個是非常本質的三大問題，這些問題都有這樣的特徵。而現今社會對於

科技主要有以下四種態度： 

‧ 短期樂觀主義：多數企業顧問、趨勢專家（發現科技在近期內帶來新機會） 

‧ 短期悲觀主義：多數社會學家、倫理學家（發現科技在近期內引發社會問

題） 

‧ 長期樂觀主義：多數科技專家（認為善用科技終究可解決問題） 

‧ 長期悲觀主義：多數環保主義者（擔心濫用科技導致資源耗盡、生態破壞） 

講到研究規範，德國、英國、法國、日本都有，美國則是在爭議中。至於我

國規範這邊我就不重複，因為剛才賴教授有很詳細的介紹，就是我們禁止無性生

殖，這是法律層級；在政策執行層級，有關體細胞的轉植技術及雜交體的製造是

禁止的。在制度反省的部分，我認為我們有太多的菁英化論述了，社會實證研究

不足，忽視科技民主與人民參與，忽視價值多元，缺乏凝聚共識機制，十年來我

們面臨的就是這些問題。未來我們可以參考英國，各位可以看到這是一個很聳動

的東西：人獸混合胚胎，在座無論是贊成或反對他們做的結論，他們的專家委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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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在整合意見以後，有提供對外公共諮詢。我們說在某種程度上要融合別人的意

見，他才能往前走。至於加州也建立了一個獨立公民監督委員會，跳脫出政治人

物的掌控。 

至於我們國內環境，目前我覺得未來要促進社會溝通；要以社會實證研究來

補充理論研究，避免陷入抽象理念或意識型態爭論；維護私人事務與公共事務適

當分際；並尊重個人自主；尊重少數與價值多元；以輔導性、協調性、獎勵性措

施取代強制手段；由管制型政府到服務型政府；加強程序正義與科技民主，促進

公民參與、公共諮詢；建立凝聚共識機制，例如建置國家生命倫理委員會，這是

一個世界趨勢，我們真的需要這個東西。 

結論我想引用沈君山教授的說法，這段話從十年前開始就深深影響我，他說

科學對於人類的三種持續的衝擊與影響，即「對人類認知的衝擊」、「對生活方式

的衝擊」、「對倫理規範的衝擊」。我認為現在的技術，像再生醫學技術就是如此，

「我是人嗎」、「我是怎麼樣的人」、「我所複製的人是什麼」、「倫理規範如何」，

當我們把這些問題帶進來以後，後面衍生的問題都能解決嗎？我想科技必然是可

以發展的，只是很多問題不是我們可以面對的。很多人告訴我法學太落後了，我

說不是，法學太進步了，因為法學發展了幾千年下來，從來沒有看到那麼慢才出

現的複製生物，告訴我們原來人是這麼回事，所以是科學太慢了。沈先生也說，

科學有規範但不一定有主觀；科學架構的理論體系往往不帶有主觀價值判斷。然

則在科學進一步擴大它的影響範圍，並應用於人類的社會時，將無可避免的必須

去接受各種社會科學價值觀的挑戰以及檢驗。以桃莉羊為例，成功率多少？只有

1/277，請問 276 是什麼？沒有人檢討，現在如果做複製人或複製器官，那些你

沒有用到人身上的是什麼？這是我們必須面對的，不是說要反對到底，而是要

overcome 這些事情，必須要溝通，所以我們不能太側重一方的敘述，不然會產

生偏差。以上是我的報告，謝謝！ 

 

主持人：何美鄉 / 中央研究院醫學研究倫理委員會主任委員 

以上四名演講者都非常清楚地把他們的資訊及個人看法傳遞給我們，就像其

他成功的講者一樣，他們也激發了我們去思考非常多沒有答案的問題，提出這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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沒有答案的問題之後，我想以自己身為一個科技人，提出兩個比較簡單的看法和

觀點： 

首先從科技的角度，我們大概知道複製人的技術時機未到，無論是從哪個角

度來看，社會上都還沒有準備好，但是在其中的一個小小部分，也就是幹細胞的

研究的領域中，我們看到了無限的可能，所以我們基本的共識是認為幹細胞的研

究是有其需要的，尤其是未來在醫學上的應用，我想所有講者都認為這些研究需

要在一個非常嚴謹的倫理標準下受法律與社會的監視，但我們的問題是，我們還

不知道法律的標準是什麼，不過我們也看到制度上有起步了，各先進國家都已經

在做。 

另外，由於我是學公共衛生的，我認為公共衛生是一種平等的原則，不只是

在一個社會或國家，現在我的眼界至少是有一個地球，cover 的是各種不同的國

家，所以當臺灣跟其他先進國家都建立了法律制度的時候，我們一定要仔細思

考，有些科學的研究是跨國域的，當地可能沒有法律可以保護這些受試人，所以

科技人跟人文學人應該在這個地方再做進一步思考。 

 

與談人：蔡篤堅 / 臺北醫學大學醫學人文研究所所長 

各位先生、女士，大家好。今天很高興跟大家分享一些我對整個科技研究的

看法，我今天不用簡報檔主要的原因是想要用不受束縛的方式告訴大家，我們應

該建立一個對科技發展友善的環境，這應該建立在幾個基本價值上： 

1. 寬恕 
2. 自覺（含：自省與反思） 
3. 專業的社會責任 

這幾個主題在今天的科技發展中特別重要。我要告訴大家的是，所有幹細胞

的研究者不是一開始就可以達到那個地步，發展幹細胞研究最困難的地方在哪

裡？就是來自科學界。這個困難度相當於我們在牛頓古典力學的認知水平，沒有

相對論的洗禮，直接進入量子物理、量子化學的階段，也就是純然機率的境界。

剛才何院長特地提醒大家一件事，就是我們過去曾滿懷期待的基因治療如今看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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來像是死路一條，可是當我們回到最基礎的原理，我們發現今日對於基因治療的

悲觀有可能有其他的轉機，也許將來我們會產生新的基因治療方式，但是目前它

的確是不被看好。這道理很簡單，基因治療其實運用了古典力學的方法，想辦法

用一些載體讓基因放到某些地方，看能夠產生什麼變化；例如肌肉萎縮症的小

孩，全身需接受無數的針刺，才能達到一點點治療效果，而且更別說載體本身常

常伴隨高風險，因為只有病毒知道如何把基因帶到細胞內，結果療效還未發揮，

病毒的毒性就已經構成致命的副作用。在過程中，我們會發現科學界不斷冒險嘗

試錯誤，以求找到一些可能的發現，而這些發現是當時大家同樣在觀察細胞時意

外發現的一些東西，最後進而找到一些科學的證據與解釋的方法，這是今日科學

知識進展的基礎。 

像今天這樣的場合其實是個很好的契機。我們在談幹細胞根本的原則時，希

望建立一個友善的環境，包括尊重、信賴、遵守科學原則，以克服我們的盲目信

仰，建立理性環境。我們不可能等準備好了之後再開始，科學研究所需要的理性

和自由，也不可能準備好了再開始。它的確為我們的社會價值帶來非常嚴苛的挑

戰，因為它是前瞻性的科技突破，也是倫理、法規議題的挑戰，但我們應該要有

以新的思維和原則來突破既存倫理、法律困境的心理準備，這方面非常重要。不

要忘記哥白尼、伽俐略，整個啟蒙運動的開始都是從科學的新經驗中重新影響到

社會，塑造人類社會的新價值與新關係。 

我們面臨的主要倫理、法律方面的困境是來自科學典範與社會價值的轉移，

對此轉移我們感到無所適從，為了防止我們後悔，許多人誤以為我們必須準備好

了才能開始走，但這真的不會是人生的常態，反而是阻礙科學理性引領社會自由

解放路途的新封建威權勢力，也剝奪了我們在新的科學證據下反省既有人際關

係，以及人與天地萬物合適倫理關係的發展契機。幹細胞的特殊之處，就是它必

須如大海撈針般才能在細胞中尋找候選標的，或是透過珍貴的卵子或剩餘的胚胎

才能得到，這麼珍貴的原物料本來就是屬於非常私密的領域，也不可能大規模量

產，但這卻面臨最嚴苛的社會質疑，因為這其實已經挑戰了生命的本質與社群信

仰、價值等，所以引發的爭議有著公領域介入不同層次私領域的屬性；於此同時，

具有流行病學與人口機率特質的基因體醫學發展，乃至各國基因資料庫所引發的

爭議，卻有著私領域個人隱私保護的主張介入多元公共福祉建設或是藥品研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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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質。也因此，啟蒙運動以來，單純地以是非善惡對錯等二元對立的概念來尋覓

永恆的價值和真理的視野，反而引發更多爭議，讓人更顯得無所適從。可是符合

時宜的倫理爭議與法規討論，反而讓好不容易走出科學界的新典範可能倒退回到

實驗室中的風暴，無法成為世人與科學家共同援引創造新時代科技與人際關係的

契機，而以道德權威為名，助長既存的不平等關係與延續過時的科學與人文典

範，我認這才是討論相關議題時面臨的最大遺憾。 

在臺大打造救命寶寶的時候，我提出了五點見解：第一，他破壞了物競天擇

的法則，如果量多的話怎麼辦？第二，在憲法的保障下，人生而平等，可是在這

過程當中，他創造了一個先天上的從屬關係，這會引發後續的衝突。第三，是單

獨由一個大學來做記者會比較好，還是應由專業領域針對個別家庭做私下的轉診

比較好？別忘了之前我們也有把葉克膜當成葉醫師的案例。第四，這個勇敢的家

庭承擔了高科技發展的風險，我們的公共政策論辯會讓他們處於一個特殊情境中

道德反思的錯置處境與困境。最後，我們在思考這個問題的同時，除了科技突破，

是不是能由當時的大學、醫院或相關的社會倫理學者、法規學者，共同針對這個

現象給社會大眾一個新的視野？我覺得這才是對科技發展友善的環境。然而由後

續的媒體報導與相關人物的反應來看，我們在這方面視野的開創，如何以寬恕、

自覺與專業社會責任的彰顯，來促成足以藉由科學新知來承載自由與公義社會的

發展，仍有相當的努力空間，我的演講到此結束，謝謝各位。 

 

與談人：戴  華 / 國立政治大學人文中心主任  

謝謝各位。我認為思考「胚胎幹細胞研究」倫理議題時，我們由以下四種不

同立場著手探討。第一種認為這種研究應該是可以進行的；第二種則認為雖然可

以進行，但應附有一些限制，至於要附上什麼限制，是需要進一步思考的。第三

種認為絕對不可以；第四種則認為原則上不可以，但可容許例外。這是我們使用

理性想問題時的方向。最重要的是，我們要能為自己所採取的立場找出理由，這

樣才有助於公共的討論。 

我採取比較憂慮的看法。我認為，胚胎幹細胞研究乃處於一個道德危險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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帶，因此，我們首先要避免「絕對可以，沒問題」的答案。即使這樣的研究可望

產生革命性的醫療技術，為人類帶來莫大福祉，但是，卻蘊含許多道德上令人憂

慮的問題，其中最重要的，莫過於胚胎的道德地位。我認為這是最核心的問題之

一。 

當重大的人類福祉促使我們需要進行胚胎幹細胞研究，並且在研究過程中需

要摧毀所使用的胚胎時，我們唯有在該重大福祉顯然高高凌駕於其可能讓我們面

臨的道德憂慮時，我們才能合理地採取「可以，但是…」的答案。關於胚胎幹細

胞研究，「絕對不可以進行」的觀點，恐怕不是社會共識。如果不是的話，而這

種研究又確實引起難以解決的道德爭議，那麼，我們就需要認真考慮一個問題，

那就是：我們如何在符合民主多元社會之基本價值的情況下，解決胚胎幹細胞研

究所引發的道德爭議，以建立大家都能同意（或者即使不同意，但至少願意勉強

接受）的公共政策？身為民主社會的公民，我們有權利希望社會政策能建立在自

己能接受的道德原則上，但恐怕不能期望社會政策建立在只有自己（特定個人或

社群）所接受的道德原則上。在大家僵持不下時，用投票來解決爭議，時常會造

成「多數暴力」，特別是遇到類似「胚胎幹細胞研究」這麼重大的公共議題時，

尤其如此。不可否認的是，也許多數人希望看到胚胎幹細胞研究能順利進行，但

在此時，多數人應該聆聽少數人的意見。這不是一個妥協，而是一個權衡，也許

到頭來能找到隱藏在不同聲音後面的共通點，而不管胚胎幹細胞研究是否可被容

許，我們都需要參考這些共通點，在容許此一科學研究的同時設下限制，或者在

禁止此一科學研究的同時容許某些例外。 

異中求同，是我們在民主多元的社會中希望能達成的理想境界。當遇到道德

爭議，兩極看法難以獲致共識時，我們只有期望能在現有的法治基礎之上，進行

各種不同意見之間的公共對話，至少企盼達成「不可，但可以（在大家都可以接

受的限制下）容許例外」的解決辦法。我這邊一張圖片是美國國會爭辯胚胎幹細

胞研究的時候，因為此一研究可能需要使用剩餘胚胎，於是兩位有宗教信仰的社

會人士特別抱了兩個寶寶參加公聽會：這兩個寶寶是從他們所認養的剩餘胚胎所

孕育出來的寶貴生命。他們希望透過這兩個寶寶讓人感受到，人類胚胎有很重要

的道德地位。 

接下來看一下幹細胞的來源。其中，胚胎幹細胞當然是一個很重要的來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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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還有透過體細胞核轉移技術（亦即「複製技術」）所製造的人類胚胎或者混

種胚胎。「複製混種胚胎」是英國國會上個月原則上通過的一種取得人類幹細胞

的方式。我最後會說出我覺得他們想要解決的問題是什麼。 

聯合國教科文組織對於胚胎幹細胞研究的態度是：如果容許的話，就要有一

些嚴格限制。胚胎幹細胞研究當然會帶來重要的福祉，但是我想最能支持胚胎幹

細胞研究的，是醫療方面的福祉。我們需要做一個區分：一個是「治療」人的疾

病，一個是「增強」人的能力；前者是雪中送炭，後者是錦上添花。後者似乎不

足以構成支持胚胎幹細胞研究的堅強理由。假使胚胎幹細胞研究的目的僅限於研

發出一些能有效治療某些嚴重的疾病，那麼，只要這種研究謹守某些倫理上的限

制，我們似乎沒有理由加以禁止。 

早在一九九○年，英國就通過了「人類生殖與胚胎研究法案」，容許科學家

使用人類胚胎進行醫學研究。此一法案的背後是有依據和嚴格限制的，那就是，

只有在想要達成以下目的的情況下，才能使用人類胚胎進行醫學研究： 

1. 為了進行有關治療不孕症的研究。 

2. 為了增進有關遺傳疾病的知識。 

3. 為了增進有關流產原因的知識。 

4. 為了研究有關尚未植入子宮的胚胎是否帶有異常基因或染色體的檢驗技

術。 

這是英國實際執行的情況，該國在人類胚胎研究方面的管制非常嚴格。如果

要容許的話，說「可以」是一回事，但是監督機制是非常重要的。即使我們是在

以上所列之限制下容許人類胚胎研究，但是，被研究的胚胎本身不能從這樣的研

究之中得到任何利益：它們是被犧牲掉的，所以完全被當成工具。在以上限制下，

這些胚胎仍然是為了促成別的胚胎以及這些胚胎所發展出來的人的健康福祉，而

被當成研究工具。無論他人類胚胎是否應該像你我一樣，被賦予重要的道德地

位，我們在考慮是否應該容許胚胎幹細胞研究時，都處於一個我們小心謹慎的道

德危險地帶。我們需要問的是，是否在任何情況下都不能進行人類胚胎研究？我

們應該尋求共識，藉以在公共領域中解答此一問題。 

接下來特別討論透過人類體細胞核轉殖技術（複製技術）所製造的人類胚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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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混種胚胎。假設人類胚胎的道德地位不至於使得胚胎研究難以避免地算是道德

上 all-things-considered 的錯誤；在此假設下，這種胚胎來源（複製胚胎）即使可

被容許，卻仍須面對「複製人」的道德憂慮。「複製人」目前是被禁止的，而此

一胚胎來源會增加「複製人」產生的可能性。因此，只有在「確實可以透過嚴格

的管制與監督來確保這種情形不會發生」的必要條件下，才可考慮容許此一來源。 

任何「蓄意製造人類胚胎，但無意讓所製造的胚胎發展成人」的行為，都會

讓人（至少讓某些人）感到不安，而任何想要從事此類行為的人都有責任提出很

強的理由去証明這種行為在特定的條件或情況下還是可以被容許的，以排除道德

疑慮：比方說，在適當的規範和限制下容許這種行為，可望為人類帶來重大福祉。

果真如此，我們應該首先採取「反對或質疑此種行為」的 presumption，然後等

待想要從事此類行為的人提出 justification 來說服我們放棄這個 presumption。問

題是，我們可否因為這種行為的目的或動機在於謀求重大福祉，而容許例外？什

麼樣的「福祉」可以讓我們容許例外？這些都是很重要的問題，因為到頭來如果

我們放棄原先的 presumption 的話，那麼，說服我們放棄這個 presumption 的福祉，

勢必構成以後用來限定胚胎研究及其應用範圍的依據。所以，是否可以用「體細

胞核轉殖技術」或者「捐贈的精卵」來製造幹細胞研究所需的人類胚胎，就端賴

我們是否可以容許這種例外而定了。 

英國的政策回應是在上個月：他們決定不使用人類的複製胚胎，轉而使用所

謂「混種」的複製胚胎。這是一個想要避開道德危險地帶的方式，因為到頭來如

果發展出所謂的「幹細胞治療技術」的話，這個技術一定需要透過所謂「以治療

為目的的複製」(therapeutic cloning)去製造胚胎，並從中汲取病患所需的幹細胞；

而複製出來的如果是「人類胚胎」的話，那麼，這樣的胚胎就只會被當成「純粹

的工具」。我們可以容許這種事情發生嗎？這是我多年來思考相關的倫理問題

時，很難找到解決途徑的一個難題。如果容許這種事情發生，那麼，我們可以想

像，當「幹細胞治療技術」變得普遍時，「複製並摧毀人類胚胎，以便從中汲取

幹細胞」就會成為醫院的例行工作。但這想起來令人頗感不安，因為那些「人類

胚胎」至少都是潛在的人的生命。因此，英國國會最近同意「混種胚胎的複製」，

是可以理解的。不過，從「人類胚胎的複製」轉而走向「混種胚胎的複製」，是

否就可以讓我們完全避開道德問題？我還是存疑。英國即使避開了「人類胚胎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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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什麼樣的道德地位？」這個棘手問題，但卻又遇到另一個問題：「混種胚胎」

的製造，是否也是不道德的？ 

有鑑於胚胎幹細胞研究的道德爭議性，持續廣泛的公共辯論是有必要的。為

了讓這些辯論能夠理性進行，並且奠基在有關幹細胞研究的正確知識上，公眾教

育和相關資訊的提供，也應同時推動。范建得老師在他的演講中，也特別提到，

關於幹細胞研究的倫理議題，公共辯論和公眾教育在台灣做得還不夠。 

最後我想指出，如果我們因為未來的重大福祉而在政策上容許有限度地進行

胚胎幹細胞研究，那麼，政府也應制訂相關的醫療、健保政策，以確保爾後產生

的研究成果能由全民公平分享，而非獨厚社會中較富裕的階層。畢竟，政府投入

大量經費在此一新興的生醫研究上，參與的科學家也都屬於學術研究機構，而且

此一研究的進行也需要全民的支持與信賴。因此，基於社會正義的考量，胚胎幹

細胞研究在未來產生的福祉，應透過適當的健保政策來讓全民公平分享。謝謝各

位。 

 

與談人：陳惠馨 / 國立政治大學法學院院長 

主持人，在座的諸位大家午安。早上大家聽了前面的醫學人、哲學人、法律

人從不同觀點在談這個人類生命再生與複製的問題。在這邊做為一個法律人來跟

各位談這個問題，我是想從上午幾位專家的報告中，以自己身為一個法律人的角

度來做一些回應。 

在這個會議場中，我們所做的是一種科技整合的嘗試，我們遇到的問題是不

是具備任何單一專業的人士可以解決的問題，所以必須有不同專業的人來共同對

話。在過去一、兩年來，在台灣所有專業的法學討論中，我們都碰到許多跨領域

的挑戰。這學期我開了一個講座，叫做「法律文化與敘事」，我想透過這個來進

入我們今天的議題。不同的科技在面對一件事情的時候思考的重點是不一樣的，

重視的因素也是不一樣的，因此我們要做跨科技的整合時，必須找到共同的對話

點。 

今天除了醫學跟法律的跨科技對話外，其實也是規範之間的對話。關於複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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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的問題，除了醫療人跟法律人要對話外，我們希望能透過在醫學界、法學界、

倫理學界、宗教界的人一起來思考問題。 

首先我要談的是倫理跟法律究竟應該如何分工。在現在規範爆炸的時代中，

幾乎確定的事物都有法律規範，但不確定的事物可能就只能歸類為倫理問題，當

法律不知道應往何種方向規範的時候，法律是在倫理與宗教之外做填補工作的。

例如早期我們到醫院抽血，我們覺得這不會對我們有什麼影響，可是在現在醫學

發展的進程中，你的血液可能會被拿來研究 DNA，到醫院做人工生殖，之後把

小孩帶回家養大，但不知道在人工生殖的過程中，如果有醫生未經當事人同意竊

取胚胎，在法律上的效果為何？以前偷竊都只算有形物，那拿了別人的胚胎或血

液移作他用，法律上到底該如何處理？早期法院是無法處理的，現在法院都跟上

了，因為法律上開始有人格權等等的概念進來。 

如果沒有經過他人同意就擅自取走他人胚胎或血液時，有可能侵害他們的人

格權或者其他權利，這涉及了民事責任、刑事責任、公法責任（包括刑事責任、

吊銷執照之處分）。可是各位都知道，法律叫我們不能殺人、偷竊，但殺人、偷

竊事件還是天天都在發生。 

今天早上聽完關於人類生命的再生與複製，我想要談的是比較有爭議的胚胎

研究問題。我們一直談胚胎的道德地位，在法律上我們問的是「胚胎是不是人」，

如果他是一個人的話，用胚胎做任何研究後再予銷毀，這樣是不是殺人？其實法

律人看事情是直接這樣切入的。複製人類的器官也會傷害人類的胚胎，這樣做是

否不道德？醫療的目的、為了少數人延續生命的目的，是否能夠正當化對人類胚

胎加以傷害的事實？ 

複製人產生的法律問題也一樣，把人做為實驗對象在道德上有沒有問題？接

下來要問的是，人類究竟得否透過非自然的方式產生？現在生殖技術發展以後，

其實已經有很多非自然生產的方式存在，但到哪個點是我們人類道德不能容忍

的，這就是我們要討論的。對法律人而言，最重要的是，如果我們不能確定複製

人可能面臨的生命風險、生命困境時，複製人的產生是否能通過道德的檢驗？ 

胚胎是否算是一個生命？現在大家幾乎都持肯定看法。但我身為一個研究法

制史的人，會覺得以下問題是很值得我們思考的：在人類科技尚未發達的時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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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東方的觀點來說，生下的小孩如果肢體上、五官上有殘缺，殺之可矣，想起來

還滿可怕的，這涉及在東方社會中，我們對於人的想像可能跟西方社會不太一

樣，所以在胚胎的討論裡面，我們可能要更精確的談談到底從什麼時候開始胚胎

才具有生命的意義？我國優生保健法對墮胎的規範非常地寬，這是因為我們對人

不尊重嗎？我認為除了是對「生命」這件事的想像不一樣之外，可能是因為在我

們過去的知識體系裡面，無法去理解到一定發展程度的胚胎也像人一樣有神經與

感官；如果胚胎是生命，法律能不能允許犧牲一個生命去拯救另外一個生命？救

命寶寶的問題就是這樣。到目前為止，法律僅允許在特殊的狀況下，也就是緊急

避難、正當防衛的時候，可以用一個生命去換另外一個生命，那複製人呢？救命

寶寶呢？ 

如果那個複製人有生命上的殘缺時，他的人性尊嚴受到侵害，誰要負責？製

造複製人的科學家可能有一天會被複製人告，提起損害賠償訴訟，而且賠償的數

額可能是一筆天文數字，如果他有精神上、身體上的瑕疵，怎麼做？被複製的人

的身份認同，他無法像一般人有母親與父親，所以身份認同將產生困境，社會上

要用什麼樣的角度去看他？ 

法律的角色到底是什麼？我覺得法律人不是最後決定者，有些人在倫理委員

會會問法律人贊成與否，我認為法律人的功能有三：一個是協助訂一個好的法

律，讓社會可以真的向前走，另一個是有人犯法的時候可以制裁他，第三個最重

要的是我們可以透過法律來凝聚共識。 

我們應該如何立法呢？醫療法中嘗試做了一個努力，例如醫師法第 25 條規

定，醫師有下列情事之一者，由醫師公會或主管機關移付懲戒： 

一、業務上重大或重複發生過失行為。  

二、利用業務機會之犯罪行為，經判刑確定。  

三、非屬醫療必要之過度用藥或治療行為。  

四、執行業務違背醫學倫理。  

五、前四款及第二十八條之四各款以外之業務上不正當行為。  

第四款是一個空白授權，執行所有的研究一旦違背倫理，法律上就予以制

裁，這是醫師法上已經做的一個努力。目前台灣還有一個倫理委員會，十年來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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灣各個醫學院或研究單位大概都有倫理委員會，但是只有倫理委員會夠嗎？如果

倫理委員會的人並不知道自己的角色，在他參與決定的過程中要負擔責任的時

候，它可能只是一個空的東西。我曾經有幾個朋友在倫理委員會，他們告訴我有

重大爭議的時候，委員會的人不是不知道，就是基於利害考量而不敢做決定，所

以倫理委員會成員的組成中，迴避這個部分應該要定得更清楚。現在很多政府部

門有事就成立委員會，有些人是去領二千塊的出席費，拿了就走，什麼時候會出

問題呢？到時候複製人可能不只告那個實驗他的人，還要告當年所有同意做複製

的倫理委員會的委員，只是現在還沒發生而已，就像過去大家也不知道國務機要

費、特別費有法律問題，法律人常常會看到社會上很多人在犯法而不自知，什麼

時候你會碰到呢？那真的是命運了，你不知道會不會碰到。 

最後我要討論的是，我們希望透過倫理、法律和宗教做什麼呢？第一，確定

生命再生與複製參與者的社會責任，這裡面的參與者很多，剛才范教授和戴華教

授都已經提到了。第二，減輕參與者面對不可知的科技時的壓力；很多時候科技

人的出發點是好的，為了救人、人類的福祉而做，但少數人把這個好的意圖產生

的結果做負面的用途，這在人類歷史上是屢見不鮮的。第三，我們希望確保參與

者的權利與生命安全。第四，確保科技發展的最後目的能夠保障人權、增進人類

福祉。謝謝！ 

 

《綜合討論》 

主持人：何美鄉 / 中央研究院醫學研究倫理委員會主任委員 

我們先給來賓一個提問的機會。 

 

提問人：李宗霖 / 空軍作戰指揮部通訊電子資訊處上尉程式設計官 

大家好，我提出一點個人的看法，總共有三點。 

第一點，我們對複製人都有些恐懼存在，我覺得一個複製人基本上就是一個

個人，跟一般的生命是沒有什麼不同的，在法律上來講，也應該擁有一切的權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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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自由，所以應該得到他應有的尊嚴與尊重。透過上午報告的內容，我們知道複

製人可能會產生遺傳缺陷的問題，但人類社會之所以有進步就是因為科學不斷地

去做創新，所以我認為在法律層面上，似乎是沒有理由去做限制的。不過當然適

度的管制及配套措施是必要的。 

再者，我想請問，既然我們已經有人工授精跟胚胎的技術，當年這些技術出

現的時候也有人持反對的立場，那時候大家會覺得這是一種取代神的運動，但是

到現在，大家可能不會認為人工授精或胚胎移殖的方式對我們是不好的；同樣

地，在未來的話，以複製人來講，我會認為也是一樣的情況，只是我們沒辦法在

這個時間點接受它而已。 

最後，再提出一點讓各位思考，我們是不是應該把技術的部分鬆綁、開放？

因為我們需要它，所以法律上應該鬆綁，在合理的管制範圍內讓這個技術發展，

至於是不是要用這個技術，就把決定權留給後面的人，這是我的看法。謝謝！ 

 

提問人：陳緩荷 / 文字工作者 

我想請教陳院長一件事，您剛才提到最後的關鍵是保障人權、增進社會福

祉，我也相當贊同，但主要是如何落實的問題，法律的落實是要一個基礎的，什

麼樣的基礎？我曾經跟哈佛大學法學院教授孔傑儒談過，如果沒有建立法學素

養，就沒有辦法落實，就像一百年前中國人推翻的滿清政府，一百年後的今天兩

岸的中國人還在思索怎麼落實法律的問題，我想這是一個前提。同樣是東亞國

家，像日本跟韓國，在現代化的過程中，他們沒有碰過這個問題，沒有這麼嚴重，

像中國大陸的文化大革命或台灣找不到核心價值的問題，台灣有很多的宗教團

體、大學普及，我想這在亞洲國家這是非常少見的，常常開這種研討會，那我們

為什麼不能落實在生活上面？舉例而言，前一陣子一個媽媽帶著四個小孩已經餓

了幾天，到社會局去尋求援助，結果社會局給了她四個粽子。不管如何，我們在

culture 上面落實可能是一個前提，謝謝！ 

 

提問人：莫藜藜 / 東吳大學社會系教授、新光醫院倫理委員會委員 

公共政策論壇－人文關懷系列 人類生命的再生與複製

187



今天早上我在聽引言報告的時候，范建得教授他已經提到一些相關的議題，

再生醫學複製科技的一些議題，目前各國都已經有一些對策了，在第 17 頁到第

18 頁，各國都已經對再生複製人做了一些限制，目前在國內，我們是不是可以

更聚焦？尤其剛才邱士華醫師與賴其萬醫師都提到，我覺得今天我們在講人類生

命的再生跟複製，我們比較直接關切的，也是我們比較可以掌握的應該是個人化

醫療跟幹細胞治療，尤其是剛剛提到有效專一的治療策略這個地方。在范建得教

授提到的未來長期的運行當中，我發現當我們今天在講倫理的時候，我們是從宗

教與法律的觀點來看這個問題，確實是缺乏從社會這個角度來評估未來的人際關

係這個部分。今天也很遺憾政大沒有請社會系的教授來談這個問題。剛才何橈通

教授提到三角型，左下角是倫理，右下角是科技，剛才有很多發言人也提到，在

科技這個部分，相信醫療領域裡的醫師們心中都有倫理，我在醫院當中也有過這

樣的接觸，在左下角倫理的部分，我個人覺得我們不只是從宗教、法律來看，也

應該從社會來談倫理，大家共同來建構三角型上面的規範，我們應該要更關注這

個部分，謝謝！ 

 

提問人：廖秋月 / 台北榮民總醫院護理部護理督導長 

我有一個問題想請教在座的各位，尤其是法律人跟倫理社會學者，依據優生

保健法第九條第一項第六款，如果婦女因為懷孕或生產而影響到她的心理健康或

家庭生活時，他就可以取得合法的人工墮胎權，也就是現在我們優生保健法是允

許合法墮胎的。胚胎是具有生命的，但因為優生保健法第九條第一項第六款的規

定，說實在的對生命非常不尊重，因為這一條就可以阻卻我們刑法的墮胎罪，刑

法二八九到二九一條，我的疑問是，由受精卵到著床前，它是沒有生命的，在美

國規定中，婦女有決定權，但著床以後就形成一個胚胎，胚胎就是有生命的，所

以如果要取得胚胎的話，就等於是有殺嬰之虞，但我們的優生保健法規定六個月

以內都可以合法墮胎，我同意優生保健法第九條第一項第一款到第五款的規定，

可是第六款很明顯的就跟我們今天的講題有衝突，讓他取得阻卻違法事由，我覺

得這樣似乎不太合理；以戴華教授而言是非常高標準的，這條規定我們應該好好

的檢討。以上是我的疑問，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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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問人：谷大為 / 國防醫學院醫學院四年級學生 

我今天聽到很多前輩跟老師的想法後，也在思考我們醫學系學生是未來醫界

的主要成員之一，譬如今天賴其萬教授是醫教會中一位重要的成員，尤其像我們

國防醫學院跟政大最近也有一些合作，以賴教授的立場而言，是不是可以讓醫學

系學生有更多人文社會、法律層面的訓練，讓我們未來在進行臨床工作時，如果

面臨類似複製人的科技，比較不會感到那麼茫然，這是我的一個想法，謝謝！ 

 

主持人：何美鄉 / 中央研究院醫學研究倫理委員會主任委員 

我想我們先針對以上各個議題，請各位主講者發言。有關最後的這個建議，

就是提升醫學院學生在人文科學及倫理上的教育，我想賴教授一定不會反對的，

也應該會去執行，所以其他的議題，我們就從范主任這邊開始。 

 

主講人：范建得 / 國立清華大學科技管理學院生物倫理與法律中心主任 

我做個概括的回答好了。第一個問題是滿嚴肅的問題，其實我們也有研究的

同儕從一個法制社會的角度來探討「研究的自由」、「學術的自由」，簡單來說，

在一個民主社會、法治社會，如果法律不加以禁止，沒有人會說這是不能做的，

尤其是他如果還涉及言論自由的話。像複製人這樣的產出，會不會是因為我們先

天的觀念就認為它應該要禁止，我必須要提出另一個事情，為什麼像法國可以用

二十年以下有期徒刑來對應這件事，另一個我想提的是，人害怕自己跟蚯蚓一樣

的時候，這種恐懼需不需要反應？還有，回想航太科技當時最早的發展，是不是

因為有非常嚴格的航空安全標準它才有辦法被大家充分運用？我覺得有很多事

不是純粹用理性去談的問題，也不要用一個全然禁止的觀點來看待，像我接觸到

很多人說告訴我你的標準在哪裡，這樣我才能大步向前走，所以我們有時候腳步

可以稍微調整一下，因為我認為您剛才的角度好像是覺得大家一直在談管制的問

題，但是我必須要說，管的概念並不是全然的限制及禁止，有時候是為了讓它能

夠真正地往好的方向大步前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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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講人：賴其萬 / 教育部醫學教育委員會執行秘書、和信治癌中心醫院講座教

授 

我想先回答一個與我有切身關係的問題，剛剛醫學院的學生提出來的問題。

我們現在在醫學系一、二年級的課程上做了一個淨空，不要讓基礎醫學、臨床醫

學太早介入，讓學生能夠培養對人文的關懷，我們希望在這個時候盡量充實醫學

人文和通識教育，希望藉此讓同學有心理準備去應付一些未知的未來，我們永遠

會有新的挑戰。教育部現在實施一個特別的計畫，由我所主持，叫做醫學人文教

育核心團隊，貴校也有成立，一個月聚會一次，一直在做 brainstorming，關於各

個學校的課程是否有辦法應付將來學生對醫療或科學研究的部分，這已經進行了

三次，我們是希望能夠整合校際之間的差異，我的觀念是，我們醫學院畢業的時

候如果拿到文憑，不管是什麼學校的，就是可以去治療病人的，這是很危險的，

如果我們容忍學校差距太大的話。我常常說，我們拿到的是 license to cure，而不

是 license to kill，我想我們一定會處理這一點。剛才有提到法律去管制科技的發

展，我有另外一種想法，可能邱教授會同意，就是法律事實上也是在保護科技的

發展，因為有些人太醉心於他的研究，他可能不曉得自己已經踏入剛才戴華教授

講的道德的危險地帶，所以由法律來做明確的規範，反而是對我們從事醫療服務

或研究者的一種保障。最後提到社會學的觀點，在此我想呼籲，臺灣媒體真的沒

有負起社會教育的任務，這點我很痛心，而且大家政治色彩太分明，我只看某一

種報紙，你只看某一種報紙，我認為如果大家能夠利用公共論壇，甚至讓四大報

一個禮拜有一個版面是大家都一樣的，讓各個報紙輪流來主辦那個版面，專門討

論科技發展對社會的影響，這樣我們全民的知識才會提高，如果大家看一下 New 

York Times 或 China Post，再看看我們的報紙，真的會覺得很可怕，我們的 headline

都是一些不三不四的東西，沒有真正能提高民智的東西，但世界上的大報都是有

很多知識的。我在此呼籲，社會一定要介入，傳媒應該要扮演好正確的角色，謝

謝！ 

 

主講人：邱士華 / 台北榮民總醫院幹細胞研究室主持人 

首先我非常同意賴教授的論點，無論是醫療從業人員或生命科學研究者，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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們一定要在法律的規範範疇下進行，我相信這個也是對生命的尊重，同時也是與

人文跟法律一個十分相關的議題。在此單元就個人比較熟悉的部分，就是複製科

技的部分，特別再花時間跟大家澄清，可能現在大家覺得我們的複製科技已經非

常地成熟，其實我可以用幾個實例來說明目前複製科技的現況。桃莉羊在一九九

七年成功複製出來的時候，是經由二百七十七個胚胎實驗中才能成功做出的唯一

個，然而前面二百七十六個胚胎實驗都是失敗的，這一點也是范主任剛才所強調

的。之前在前面的演講中，我有介紹一種會發綠色螢光的基因改造鼠，我們是結

合分子生物技術與顯微手術將綠色基因胚胎細胞注入已受精小鼠囊胚中，這個是

經過一百二十二個胚體實驗之後，我們才能做出一個成功的胚，機率大概也是小

於百分之一，絕大多數的胚就送回囊胚後是不能形成新的個體，所以這個機率是

非常非常的低。此外要強調一點的是，不論是桃莉羊還是老鼠，跟人類的基因層

次是差非常非常多的，而且現在我們有很多充足的證據，證實人類在基因的複製

上面的複雜性比羊或牛來得高許多，也就是說我們做錯的機會會更高，所以複製

科技嚴格地說是還沒有成熟。由於複製成功機率非常低，所以就如同蔡所長說

的，到底這個成功是偶然、意外，還是真正的實驗成功？我想在此提供這個資訊

給大家參考，謝謝！ 

 

與談人：蔡篤堅 / 臺北醫學大學醫學人文研究所所長 

我覺得這裡有個題目跟我剛才談的很有關係，比如孩子患有骨髓血液相關的

疾病，父母為此再次懷孕，量身訂做寶寶，剛開始時只有捐贈臍帶血幹細胞，接

下來是骨髓移殖，提供哥哥或姐姐治病，這些小孩心裡會承受一些壓力，也會牽

涉到身體使用權的問題，有一本小說《姐姐的守護者》，即是探討這個問題。由

於未涉及生殖性複製，因此國內法律是容許的，但是在這樣的過程中，卻牽涉胚

胎的操作，所以美國聯邦法律是禁止的；而在英國則有獨立監護人的制度在保障

這樣的小孩權益。在醫學層面如何看待這個事情，我覺得科學家是可以信賴的，

應為最深刻的反省來自科學家，這涉及非常重要的考量，就是什麼時候技術可以

被如何地使用？我們會從這些先驅者身上得到很多經驗，因為他們是第一個接受

這樣經驗的家庭，從他們身上衍生出的困難與經驗，就是我們社會上應該要重新

檢視的倫理面向。這也是我一再呼籲的，嘗試讓專業在某方面自律，在這個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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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社會本身的價值也因為新科技的發展，能用一種寬恕跟包容的方式來看到特

殊的個案，嘗試給他們支持，思考我們既有的價值有沒有問題，進而檢視攸關社

會與生命倫理的議題。缺乏社群倫理與專業倫理的反思，只關切自身的利害並在

就有的倫理法治框架下進行權力與個人好惡的爭鬥，這正是我國民主化進程中目

前遭遇最重大的瓶頸。我們可以看到，我國前後的兩任總統只求在官司中自保，

卻沒有做到公共領域支持個人自由與維護公民尊嚴的行政革新。這些新生的事件

事實上是代表我們學習的機會，應該是我們能不能有機會讓專業社群來導引我

們，在進入公共領域討論的時候，我們不是堅守既有價值，而是要隨之提升價值

思考，達到新的價值、認同創造，這才是公共領域的真諦。可是我覺得，今天我

國的科技發展以及社會倫理發展處於一個重災區，因為大家堅持己見，卻沒有看

到當羊水幹細胞移到老鼠的神經，當它將切斷的神經接復以後的表現型差不多，

像這種我們似乎能無限上綱地用在不同生物物種的實驗經驗，是不是意味著當我

們用在胚胎發育的時候也具有某種萬物根於同源之象徵意義？如此生物科技突

破的過程中，真正的倫理社會道德挑戰才剛開始，這時法律本身千萬不要做是非

對錯上的判斷，應該在專業自主與公民自由的前提下設立一個機制，來決定是不

是要開始往這個科技開創出來的生活領域學習。在科學家、社會倫理學家的參與

下，設立如監督委員會等合適的倫理治理機制，而不是直接在此時就用一個固有

的社會價值標準毀壞整個社會再進步的機會，我們今日討論此議題才有新意，謝

謝！ 

 

與談人：戴  華 / 國立政治大學人文中心主任 

我簡略地回答一些和我有關的問題。剛才有一位女士提到，在臺灣，人工墮

胎在懷胎四個月以前都可以容許，而這樣的規範其實不符合我所提出的高道德標

準。提問者可能有一點誤會。我的確重視胚胎的道德地位，但「道德地位」可以

有些區分：在我們的道德考量和權衡中，不同的事物可能具有不同的道德地位或

份量。我沒有特別去做這個區分，是因為今天的場合是一個公共論壇，我希望能

跟大家對話，提供我的說理供大家參考，所以我試圖找尋跟聽者之間的「共通基

礎」(common ground)，一個可以促成大家彼此溝通的立場。只要我們承認早期

的人類胚胎有潛能可以變成一個人，那麼它就和我手上的這張紙完全不同，這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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紙可以任由我來處置，我可以隨意把這張紙撕掉，但是，可以發展成人的人類胚

胎，其地位就比這張紙來得更高。有時候，所謂的「道德權衡」，就是在具有不

同道德地位的事物之間找到一個利益均衡點，這個均衡點恐怕沒有一個普遍的原

則可加以規範，而必須依實際案例作個別的考量。無論如何，我同意現行的「優

生保健法」是值得進一步討論的。 

再來，第一位提問的先生指出：當初試管受精技術出現的時候，這是一個新

的人工生殖技術，而現在的「人類複製」只不過是另外一個人工生殖技術而已，

因此，何必這麼擔心、緊張？不過，在我看來，兩者之間還是有很大的差異：前

者是「有性生殖」的體外受精，後者是「無性生殖」。後者可能因為是「無性生

殖」而導致過去從未出現的一些倫理問題。這些問題還是需要我們預先仔細思

索，以尋求因應之道。我們最好不要太躁進。畢竟，「試管受精技術」和「複製

技術」是不同的。 

最後，儘管我的立場基本上跟蔡篤堅教授一模一樣，不過我還是需要補充一

點。蔡教授特別強調民眾對科學家的信賴。確實，現在科學突飛猛進，一般人可

能對尖端科技一無所知，甚至有誤解之處，所以，對科學家的信賴是很重要的。

可是，科學家是否值得信賴（也就是他們的 trustworthiness），乃取決於他們是否

對自己的作為能擔負責任（也就是他們的 accountability）。剛才蔡教授也提到監

督的機制。這樣的機制也是非常重要的。有了良好的監督機制，一般民眾對科學

家的信賴才不致淪於盲目。謝謝！ 

 

與談人：陳惠馨 / 國立政治大學法學院院長 

我想從最後一個說起，就是救命寶寶的問題。每個人被生下來都有很多理

由，救另外一個兄弟姐妹是其中一個理由，但是當一個人被生下來的時候，在法

律上就擁有人的人格跟地位了，法律沒有說你不能因為什麼壞的理由去生小孩，

但是當小孩生下來的時候，他就有人的生命了。所以如果不斷地陪伴兄弟姐妹去

進行醫療已經達到一般人無法忍受的境界，我們有兩個法律在規範，一個是兒童

及少年福利法，一個是家庭暴力防治法。在座也有很多社工人員，希望如果有救

命寶寶是非常需要第三者協助的話，其實我們有足夠的法律，只是很多人民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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不知道，民法親屬編在一九九○年前後就嵌置了子女最佳利益的考量，這是我的

第一個回應。第二個關於墮胎的問題，這牽涉兩種權利，一個是婦女的自主權，

一個是胚胎的生命權，這兩種權利間孰重孰輕，恐怕不是在這裡能討論的問題。

我認為一個法律在社會中存在，有其歷史文化背景，包括我們對於權利之間的衡

量是什麼；我們相關的討論太少了，但是這種大型會議可能是很多，我們需要很

多很多的小型會議，希望今天諸位離開這裡的時候，在你可以影響的場域中，一

定要把你今天接收到的資訊跟你想到的問題不斷地在你的領域裡面去討論，唯有

使更多人了解生命科技的發展，才可能像蔡篤堅教授這樣信任他人，我們可以信

任一百個人，但是如果有一個人出了問題，可能人類的大災難就來了，這就回應

了剛才第一位先生的問題，為什麼人工生殖體外受精我們本來很擔心但現在也發

現沒什麼問題，可是我們永遠不知道那個沒有發生什麼問題是不是因為我們透過

很多不同領域的人深思熟慮過，並且試圖防止災害的發生，所以我們今天可以坐

在這裡說這個研究根本沒有發生問題。複製涉及人性尊嚴的問題，甚至牽涉到人

類社會繼續存在的問題，所以我認為他當然必須在法律、倫理、宗教規範下，讓

大家慢慢地來學習，大家不要認為規範唯有限制，其實規範往往是保護我們有更

大的空間，不會進入所謂人跟人的戰爭，所以問題在於每個人的人權都要被維

護。第二個問題是這邊有沒有法律論述的可能，因為時間的關係，所以今天所有

的討論都是從我們現有的法律體制進行的，而且那可能都是一學期的課，所以我

想還是回到社會對公共議題的討論，像這樣的討論不只是在政大公企中心進行，

而是在每個角落都要進行，謝謝！ 

 

主講人：范建得 / 國立清華大學科技管理學院生物倫理與法律中心主任 

在法律規範如何落實這一點上，我想針對自己跟各領域的人溝通後的心得與

大家分享。其實在二十世紀末如果以法律規範為重心的話，在美國，他們對生物

科技和法律的研究，是越來越導向建立在文化倫理學的基礎上來觀察，他們比較

關切的是現在新的發現會和環境怎麼互動，會和未來文化的發展怎麼互動，所以

需要很多社會學者介入觀察，引導不同領域的人進來觀察，他有預測，但更重視

在每一個進程的發展過程，我們還有機會做 correction 的動作，這樣才有辦法去

輔佐一個技術在茫茫無際的狀態下往前推進，而且才有辦法去發現到底我們的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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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觀有什麼改變。像這樣的情形是我們目前比較缺乏的，也就是這三個面向彼此

會怎麼樣相互為用，即便像我們剛才提到的，走向完全開放複製人的立場，其實

人的價值觀在改變的時候會呈現在文化上，文化的改變也會反映在環境上，譬如

人的產出跟以前自然受精不一樣的時候，環境承載度的問題也會改變，其實這三

個面向需要有更多的人來觀察，這部分跟價值觀也會有很大的關係，就是我們在

看待這件事情的時候，會用什麼態度去聽取或判斷，未來需要有人幫忙去推動這

樣的事情，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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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政策論壇 

人文關懷系列：人類生命的再生與複製–倫理、宗教與法律探討 

會議實錄 

 

《第二場：人類生命的再生與複製–科技突破與宗教關懷》 

時 間 ：97 年 6 月 14 日下午 14：10-17：10 

地 點 ：國立政治大學公共行政及企業管理教育中心國際會議廳 

主持人：黃榮村 / 中國醫藥大學校長 

主講人：聖嚴法師 / 法鼓山創辦人 

        單國璽 / 天主教會台灣地區主教團樞機主教 

與談人：邱文祥 / 臺北市衛生局局長 

        蔡正河 / 馬偕紀念醫院院長 

        蔡彥仁 / 國立政治大學宗教所所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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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持人：黃榮村 / 中國醫藥大學校長 

今天兩位主講人，聖嚴法師和單國璽樞機主教，以及與會的各位朋友，大家

午安。今天非常榮幸能來主持這個場次，今天請到的兩位可以說是真正的大師，

而且是所有大師類別裡面最珍貴的，因為他們是生命大師。今天兩位生命大師能

在二十一世紀生醫科技、基因科技當道的時代聚在一起做這種世紀會談，我想日

後回顧起來一定也是不容忽視，而且具有啟發意義的歷史性存在。今天的會談方

式，主要是請兩位先分享他們與疾病共處的親身經驗，並且以身為宗教領導人的

立場，來談論人應該如何面對生與死，因此建立生命觀，在這個基礎上，我們了

解很多生命再生與複製的問題其實源頭有很大是來自對生命的不捨，所以如何評

釋當代對生命延續或複製的方式，提出具有未來性、有智慧的、有宗教關懷、人

道關懷的解決方案，是非常有意義的。我過去也參加過很多類似的有關生命倫理

及再生醫學與複製的研討會，但是從來沒有這樣的主講人來碰觸並化解這個困難

的問題，這個問題不論在哲學上或是人生上，都是我們面對的最困難的問題，所

以今天也有請兩位大師前來開示的意味。接下來要請兩位主講人，首先針對他們

如何親身面對疾病，而且最後跟它們相處，進而悟出生死之道的寶貴經驗，是不

是先請聖嚴法師來主講？ 

 

主講人：聖嚴法師 / 法鼓山創辦人 

站在一個佛教徒的立場看生命、一個佛教修行人的立場看生命、一個開悟

者，也就是悟道者的立場看生命，這之間是不太相同的。以佛教徒的角度來看，

生命本身是沒有安全保障的，所以也沒有長遠性、可靠性，因此佛教徒希望靠信

仰來支持他們生命的存在，以及生活的安全感。如果沒有佛教的信仰，在背後支

持他們，那就需要有外在的，而不是內心的一種神聖、精神力量來協助他們，讓

他們有安全感。所以，許多佛教徒會在沒有辦法、沒有希望、非常危險的狀況下

燒香或拜佛。 

記得小時候，我們鄉下有一天打雷，雷打得不停，而且一個比一個可怕，好

像更接近我們的房子，全家人都很恐懼，覺得好像隨時一個雷就會把房子燒掉，

或者把我們全都打死。這時，父親拿著香到神和菩薩前拜拜，祈求我們全家平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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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像這樣一來，我們就會平安了。奇怪的是，雷變得越打越小，最後不打了，而

我們也就平安的度過。 

一般的佛教徒需要有一個外在的佛或菩薩作為依靠、作為信仰的對象，在危

險的時候，可以藉佛或菩薩的力量來保平安。這樣可靠嗎？然而多半的佛教徒無

論是念佛、誦經、許願，大概都是抱持這樣的態度。 

也有年輕人在考學校以前，先去祈求佛菩薩保佑考試順利，這叫「臨時抱佛

腳」。記得有一年，在大學、中學考試之前，某一間寺廟，供了一尊佛像在公園

裡，然後鼓勵考生來抱佛腳，結果真的有好多學生去。至於抱佛腳以後，是不是

就考得比較好呢？不知道，但是至少他們心裡會有一種安定感。 

我也常被信眾要求為他們加持。俗話說「出遠門要冒三分險」，於是有信眾

臨出遠門的時候就來請我為他們摸摸頭，祝福一下，甚至還希望我給他們一些壓

驚、避邪的東西，得到了之後，就會覺得很平安，放心地出遠門了。像這種人是

屬於一般的佛教徒。 

另一種是有修行的佛教徒。透過修行能夠讓自己的心安定，而身體的安定、

安全，則要靠心理來調適，我們的心如果不安定，身體就可能會出狀況，做事情

也容易出狀況，只要能夠心安、身安，也就會有平安，而這是需要靠修行來達成

的。 

要怎麼修行呢？平常人的心是浮動的，例如今天早上有一位政府官員來見

我，他問說：「心不能安定怎麼辦？」當時我用一個比喻來回答他：「一條船如果

遇到風浪的話該怎麼辦？這時要趕快拋錨，使船身不要浮動，不跟著浪跑，雖然

沒有進到避風港，但是只要把錨拋到海底著力了，這條船勢必會平靜下來、安定

下來，雖然還是有波浪，但是船不會再跟著波浪漂動。」 

因為船都有一條鍊子綁在錨上，如同我們的心繫於一境，或是繫於一念，也

就是將心綁在一念或一境上，這時我們不會再想到其他的人、事，就不會受外界

所動，心就能安定下來了。天主教是用禱告的方式，佛教則是用念佛或打坐的力

量，使自己的心安定下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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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有人問我，要怎麼樣才能考得好？我會告訴他，首先自己一定要準備

好，到了考場時，心要安定。如果一到考場心就發毛、緊張，這時趕快深呼吸，

練習數呼吸、或念觀音菩薩聖號，這樣心會漸漸安定下來，然後一心一意地考試，

用心回答試題，如此一來，就不會有問題了。很多考生用了這個方法，都覺得很

有幫助。 

例如我今天在這裡主講好像不會緊張，其實我小學的時候參加演講比賽，心

裡七上八下，真的很害怕，到了台上兩隻腳還發抖，這種經驗我想大家都可能有

過，但是如果你上台以後注意呼吸，深呼吸幾下，就沒有事了。當時我的小學老

師就是這樣教的，而這也是一種修行的方法。 

此外，自古以來，誰都害怕死亡，希望長生不老，像秦始皇想要求得長生不

老的藥，結果藥還沒得到就先死了。可是，修行的人看待生命，不會因為生命中

的病痛、老化或死亡，而覺得非常不自然，因為這些都是很正常的現象；每個人

出生的時候，就帶著疾病的基因，沒有人從小到大都不害病的，因此在生命的過

程之中，有病的現象、老的現象，最後有死亡的現象，這是必然的，害怕也沒有

用，如果害怕，大概會病得更重、死得更快，甚至有些人是被自己嚇死的。 

像單樞機主教雖然被醫生判了「死刑」，但是他反而因為曉得自己即將面臨

死亡，所以更努力地傳道。我也是一樣，已經被好多醫生宣判許多次死期，但是

到現在我還沒死。當然我不會說我以後不會死，但是已經準備好隨時面臨死亡，

不會害怕。若是害怕的時候，就念佛、念觀音菩薩，或是深呼吸、打坐，害怕的

心就沒有了。沒有害怕的心情，我們可以活得更健康。 

再深一層，即是開悟的人，他們和平常人要求長生不老的想法不同，而是希

望能夠精神不死，也就是雖然身體死亡了，但是精神的生命永遠存在。到了修行

的這個階段，所看到的精神生命是無限的，而不是短短幾十年、最多一百多年的

肉體生命。因此，無論是生命再生或生命複製，或許可以使現世生命延長一點點，

但也還是臨時的現象。譬如現代的醫療非常發達，所以現代人的壽命就比較長；

而文明地區又比落後地區的人更長壽，像台灣人民就比非洲某些國家人民的平均

壽命長了一倍以上，他們大概只能活到三十多歲，而我們活到七、八十歲的人很

多，像我現在也已經八十歲了。醫療的進步的確能夠幫助人們活得久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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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活久一點真的快樂嗎？不一定。像我跟樞機主教活到這麼老，我想我們

活得很快樂，但是有一些人真的活得很苦。現在自殺的人，有年輕人，也有老人。

其實老人自殺是很奇怪的事，因為他的壽命快要到盡頭了，但是仍然等不及而自

殺，為什麼？就是因為太不快樂了。 

但是開悟的人看待生命，不僅僅是與時間、空間，亦即整個宇宙結合為一、

統一為一個整體，而是存在於宇宙之中，但是不占用宇宙中任何空間與時間的點

或面。然而他的生命到底有沒有呢？沒有，是空的。所謂「空」的意思是，沒有

自我，沒有自我的身體、沒有自我的心、沒有自我中心的價值觀，也就是說什麼

也沒有。可是真的完全沒有嗎？還是有，那就是《金剛經》講的「無住生心」，

不住於時間、不住於空間，但是有智慧和慈悲的功能；什麼地方有眾生需要他，

他的功能就會出現。出現的時候不一定有固定的形象與質量，但是需要因他而得

度的眾生，都能得到力量。 

 

主持人：黃榮村 / 中國醫藥大學校長 

謝謝聖嚴法師剛剛很精彩的開示，其中跟今天的主題扣連的，就是物體是物

質，物體總是會死亡，但修行以後精神是會永遠留下來的。那我們的再生複製是

可以幫忙人撐一下子，但是相比而言，其實那個時間是很短的，人類能因此而更

快樂嗎？而更體現生命的意義嗎？接著我們要請單樞機主教，剛剛已經談到要怎

樣跳脫個人的生死層面，那我們如何看向更大的生命悲劇？世界上還有很多災害

在不斷發生，像最近緬甸風災，四川地震，他們的生命跟我們的生命，集體的生

命、個人的生命，我們怎麼看待？在這個過程裡面，因為聖嚴法師剛剛把整個主

題也順過一遍了，是不是請單樞機主教談完這個以後，因為他也寫了一篇很有啟

發性的文章在這本手冊中，請單樞機主教再就這個再生與複製的部分表示一些看

法？謝謝！ 

 

 

公共政策論壇－人文關懷系列 人類生命的再生與複製

200



主講人：單國璽 / 天主教會台灣地區主教團樞機主教 

主持人黃榮村校長，交談人聖嚴法師，各位朋友： 

中國文化是忌諱談死的，因為受儒家的影響。在《論語》中子路問孔老夫子

關於死亡的問題，老夫子回答說：「未知生，焉知死？」就把他擋過去了。孔子

的意思是說你還不知道生，怎麼能知道死呢？但是要真正了解生命的意義，生命

的目標，生命的方向，生命的價值，我想人必須先要面對死亡。面對死亡的時候，

才能真正讓你了解生命的意義，生命的價值，生命的可貴。 

我想聖嚴法師和我都有面對死亡的經驗。醫生曾向我宣布過好幾次死亡的危

機，例如在兩年前，醫生只給我大概四個月到五個月的存活期，但是下個月七月

我將多活兩年了。所以在這段時間，因為得了這個絕症就如同判了死刑一樣，是

在等待執刑。在這樣等待的時間，我對生命就不能不好好地考慮、不能不再深入

地反省思維。開始得到這個病的時候，我有一點驚奇，我既不抽菸、又不酗酒，

怎麼會輪到我？有點心不甘情不願接受這個病。但是我有祈禱的習慣，遇到重大

的事情，我就祈禱，這次我就跟天主說：「祢讓我得這個病，到底有什麼用意？」

祈禱的時候，首先在心裡面反省：我開始加入耶穌會修道已有六十幾年。既然要

修道，就要做一個徹底的奉獻犧牲。修道不是為滿足我個人的慾望，也不是為了

滿足我個人的興趣與喜好，應該不保留地把自己整個地奉獻給天主，以便能夠為

祂的子民，為祂所創造的世界、社會做更多的服務。我當初修道的時候，是抱著

整個奉獻的決心，一點兒也不保留，天主要我做什麼，我就去做什麼。祈禱的時

候，好像天主在對我說：「你六十幾年都順著我的旨意，做我藉著教會的長上以

及社會大眾的需要給你指派的工作。現在到了晚年剛剛退休，就想隨心所欲，做

一些你自己所喜歡的事情。不要破壞你六十多年的修行！現在我給你一個新的使

命：我願意讓你親身經驗這個病，因為現在得癌症的人越來越多，我要你現身說

法自己有患肺腺癌的經驗，才能夠向患癌症的病友、眷屬、親友甚至醫護人員，

分享得這個病的經驗和困難」。 

從那時候開始，我就覺得有一個特別的使命，不把這個病當作一種災禍，而

要把它當作是一種恩典，讓我在人生最後的這個階段還能夠利用我的短短的生

命，現身說法告訴病人：癌症不是那麼可怕的，你要想辦法征服它，不要一天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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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在它恐怖的爪牙之下以及死亡的陰影之下苟延殘喘。你要想辦法勝過它，讓癌

症成為你關心別人的一種力量、成為你服務社會的一種工具。所以我就稱肺腺癌

是我的小天使、小跟班，因為反正沒辦法擺脫它，就讓它給我服務。我就給它一

個特別的使命：「時時刻刻要提醒我，假使我想發懶、想休息一下，你要告訴我

人生的賽跑已經快要跑到終點了，為了贏得人生最後的勝利，想辦法向前努力地

衝刺，分秒必爭」。其實癌症給了我新的力量，使我還能夠行動。為這個緣故，

只要我還有一口氣，我就要做一趟環島生命告別之旅，到全島各地散播「愛的福

音」種子。到現在我已經做了五十多場每場超過一千名聽眾的演講，我已經去過

十八所大學，十一所監獄，去過天主教和基督教的機構團體，現在我也數不清究

竟有多少。得到這個病以後，我的工作量可以說比在得病以前還要多。在今年三

月，有一百多位治這個病的專家在台北開會，我是唯一的病人，他們邀請我去談

談自己的經驗。他們也覺得很奇怪，並問我除了吃醫生指定的藥之外，有沒有用

什麼偏方或是祕方啊？我說假使你們問祕方、偏方，那個就是我的宗教信仰，是

我對人生的一種看法，面對死亡的一種態度。如果醫藥和宗教信仰能夠雙管齊

下，定會對病情有很大的幫助。你們做醫生的，治療人的身體病痛，如果同時也

能激發病人的宗教信仰，雙管齊下的話，我相信治療的效果會更大。 

剛才主持人問的問題是得到病以後怎麼樣看待生命。 

這個病讓我對於生命這方面可以有更多的反省和更深入的了解：生命到底有

什麼意義？人生到這個世界上走這一趟，到底為了什麼？我們人都有一種渴望，

希望能夠永久活下去。複製人的問題、人類再造的問題，就是從我們人最基本的

這種渴望產生的，渴望在世上能夠永久存活下去。從歷史當中，我們都知道，埃

及的金字塔，有的建於三、四千年以前，他們也發展出保存屍體的技術，並把金

字塔裡面做得像宮殿一樣，他們想在裡面還有一個生命存在。秦始皇派童男童女

到蓬萊仙島去尋找長生不老之藥。這些事實都是人類對於生命的渴望，讓生命能

夠延續、能夠長生不老不死。現代的生物科技在這方面，像複製人等等，都是從

這個追求永恆生命的渴望來的。這個對生命的渴望，一定有一個目標，為這個緣

故，我們大家都有這樣的渴望。在現世生老病死這是自然的規律，是不可避免的。

有宗教信仰的人，相信上天的或是天主的，都相信還有來世，現世的生命就是為

了準備，讓來世有更好的生命。昆蟲在生命過程中的變化可以給人一些啟示：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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還是幼蟲的時候牠就不斷地吃桑葉、樹葉，慢慢成長，然後作繭變成蛹，最後破

繭而出，成為一隻蝴蝶或一隻蟬等等。人類的生命也是有這樣的過程，從胚胎的

時候，就像是幼蟲，慢慢演化生長成熟。 

為這個緣故，為信仰基督的人，死亡不是生命的結束，只是生命的過程（death 

is not the end of life, but a process），就像幼蟲經過蟬蛻一樣。死亡又好像是一個

隧道，隧道的那邊就是永恆的生命，進入到一個無限美好的永恆的生命，這就是

基督徒對生死的看法。既然我們相信有一個來世更美滿幸福的永恆的生命，現世

的死亡其實只是一個自然的現象，就如同那些幼蟲慢慢長大變成蝴蝶一樣。對於

死亡就不必那麼恐懼絕望。 

關於複製生命之倫理的問題、道德的問題，在大會手冊中印出來了我的那篇

文章，裡面我寫得很清楚，那就是天主教在這方面的看法。實際上，複製人大約

有兩個目的，其一是為了醫療方面的用途；另一個目的是希望用複製的人來當替

身，用同樣的身體繼續活下去。這就是說，跟人類的基本渴望是一致的，就是想

永遠地存活下去。但是我們知道，人的生命，每一個人（individual person）都有

他的基本人權，都有他基本的人性尊嚴，都有他真正的生命價值，所以我們不能

夠利用一個生命，把一個複製的人或他的胚胎殺死，去救另一個人。我舉一個例

子，大家就會懂：在中日戰爭的時候，日本人秘密地在中國大陸東北成立了慘無

人道的實驗室，他們稱它為「七三一衛生部隊」。在這個部隊中，他們將活生生

的中國人強制注射病菌，或是在食物裡面摻上細菌病毒，看這些病菌在人身上發

生什麼樣的反應等等。他的名義就是做實驗，為了在醫學方面可以救活別人。這

個事實公開以後，受到全世界的譴責。這是非常不人道，拿活人來做各種病菌的

實驗。現在我們拿人的胚胎作實驗，是不是合乎人道？實際上，複製人是為了醫

療的目的，完全把人當成一種工具，毀掉一個生命去救別的一個生命。這是不人

道的，所以在這方面我們不贊成。 

關於為了留下一個完全跟自己一樣的人而去做複製人的行為，無論是在倫理

道德還是人際關係等各方面都會產生很多的問題，因為時間的因素我就不多講

了，你們可以參考大會手冊中所附我的那篇文章，我就講到這裡，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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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持人：黃榮村 / 中國醫藥大學校長 

謝謝兩位主講人。不知道各位有沒有一個感覺，兩位怎麼看都看不出來是生

病的人。謝謝剛剛他們非常有默契的有深度的討論，因為時間的關係，等一下會

休息二十分鐘，然後再回來進行三十分鐘的討論，不過在這之前，我想總結一下

我聽的感覺，我覺得兩位有四個共同的地方，假如有不對，等一下請兩位指教一

下。 

第一，他們都提出信仰的力量，他們的偏方就是他們的信仰。第二，兩位都

認為生老病死是一個自然演進的過程，而生命也確實是有限的。第三，死亡既然

是一個自然的過程，我們在這過程中就應該獲得力量去轉型，讓生命再破繭而

出，尋找新的意義，像剛剛聖嚴師父講的，肉體死亡但是精神是可以永久留傳下

去的。既然是這樣，那我們的再生與複製究竟是干涉了生命的過程還是協助了生

命的過程，這裡面就有很多要討論的空間，也許等一下的三十分鐘我們可以請各

位來向兩位主講人請教。生命的再生與複製雖然在二十一世紀如此熱門，但是也

不能夠違背基本的人性、道德、宗教關懷，而只為了一點小小的利益，除非這個

利益可以講得非常清楚。這幾點就先給各位作參考，我們先讓兩位主講人休息一

下，等一下再回來，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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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討論》 

主持人：黃榮村 / 中國醫藥大學校長 

兩位大師，各位參加的同仁，現在是我們的討論時間，趁著你們還在想問題

的時候，我這裡有兩個書面的問題，我替他們宣讀一下。第一個，他們想問的是，

最近有救命寶寶的新聞事件，假如救命寶寶知道他是被父母利用來救治哥哥的工

具的時候，那會衍生出什麼問題，不知道你們對這件問題的看法如何？ 

 

主講人：聖嚴法師 / 法鼓山創辦人 

首先，我們要思考的是，胚胎到底是不是生命？報導中的父母為了救兒子，

於是接受醫生的建議，再生一個孩子，然後用第二個孩子的臍帶血來救兒子。但

這不是在體內受孕，而是在體外受孕，所以要用到許多的受精卵，再從中篩選出

一個能與兒子基因相符的，植入母親子宮內著床。但是也有可能著床失敗，因此

需要進行許多次，直到成功為止。至於其他沒有被選上，可以發展成胚胎，乃至

胎兒的受精卵，算不算是生命呢？為了救一個生命，而拋棄許多原本可以成為生

命的受精卵，是不是違反道德？ 

第二，這位母親不希望兩個孩子將來長大以後知道這件事，但是有可能一直

隱暪下去嗎？如果哥哥長大以後，知道妹妹是為了救自己而生的，心理會產生什

麼反應？會不會覺得愧疚？而妹妹心裡可能會想：「原來父母是為了哥哥才生我

的，我存在的價值到底在哪裡？」這是道德問題，也是人際之間的問題。妹妹是

配合哥哥而生的，這樣做在倫理上、在道德上都有瑕疵。這是我個人的觀點。 

 

主持人：黃榮村 / 中國醫藥大學校長 

謝謝，我們再一個問題請教單樞機，這個問題是，利用幹細胞來救治癌症，

這個是講醫療性的，包括幹細胞、複製，來救治癌症，不知道您的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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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講人：單國璽 / 天主教會台灣地區主教團樞機主教 

如果幹細胞能醫療特殊疾病，那幹細胞又是取自成人或取自小孩的臍帶血，

並且不是把它複製成一個人，而只是單純的幹細胞來治療，天主教認為，這不是

殺人。在倫理道德方面，天主教看不出來有什麼反對的理由，因為幹細胞不是一

個完整的生命，只是一個單純的細胞，用來抑制疾病。 

像剛才有人提的救命寶寶問題，例如哥哥的心臟不好，現在生一個救命寶

寶，用他的心臟、用他的肺或是別的器官救他的哥哥，這樣殺死一個去救另外一

個，這在倫理道德方面是說不過去的。其實不必殺一個人，幹細胞就可完成醫療

的任務。 

 

主持人：黃榮村 / 中國醫藥大學校長 

我們現在開放給各位來提問。 

 

提問人：陳緩荷 / 文字工作者 

我想請教聖嚴法師，金剛經裡面有提過一句話，「一切有為法，如夢幻泡影。」

那我想法律是一個最低的道德標準，那我們看倫理、道德那是一個高標準，我要

回來請教您的就是說，在台灣的四十年前，台灣的國民所得一百塊，很少聽到人

家燒炭自殺，那今天是兩萬多塊美金，那麼多人自殺，那麼多人找不到生命的方

向。那我想請問一個問題，台灣目前的人民大概有兩百萬的人每天要吃鎮定劑，

就是安眠藥，然後有大部分的大學生都失眠。我想請您告訴我們，為什麼我們的

環境會這個樣子？為什麼尼泊爾在世界上是非常窮的國家，那個地方的人是世界

上最快樂的？就中國人的標準來說就是立德、立功、立言，那我想最難的是立功，

我想請您告訴我，身為一個中國人，我們很多人要追求一個宗教信仰，那怎麼樣

可以使我們在二十一世紀這個多元化的社會，找到一個方向，或是多數人怎麼找

到一個生命的價值？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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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講人：聖嚴法師 / 法鼓山創辦人 

「道德標準」？沒有標準。「倫理」在不同的環境、不同的宗教、不同的民

族中，各有其不同的標準，但是以「道德」來講，它是一個很抽象的名詞，所謂

「如夢幻泡影」，這似乎也是感覺很空洞的一句話，並不是普通人能夠接受的一

種想法。普通人認為一切都是「有」的，而不是如夢、如幻、如泡、如影，因為

我們仍然要吃飯、要睡覺、要用各種日常必需品，在這個現實的世界裡，就是要

照著現實的環境去生活，但是我們要把一切的現象，看成是一種臨時的、暫時的

過程；在時間上，它是不斷的在移動；在空間上，也是不斷的在變化，那麼既然

是移動、變化、不固定的，因此就像「如夢、如幻、如泡、如影」一樣。 

我們生活在這個時空之中，有時空之間的關係、彼此之間的關係，而關係就

是倫理，是可以做為量和質的衡量標準。但是道德不然，它是一種假象的標準，

因為不同的社會有不同的道德標準，像古代社會有古代的道德標準，現代社會則

有現代的道德標準，而各宗教、民族都有各自的經典和聖書，根據其中記載的標

準與依據，來判定道德或不道德；即使是沒有宗教信仰的人，也都有自己的道德

標準。可是，倫理在任何一個地方、任何一個區域，彼此之間只要是產生了共通

的關係，不管是什麼樣的關係，都屬於倫理的範疇，例如家庭有家庭的倫理、學

校有校園的倫理、職場有職場的倫理、甚至每個團體都各有其團體裡的倫理。雖

然生命中人與人之間的倫理關係，是有親、疏、遠、近、厚、薄的，不可能一律

平等，但是我們對自己的關係人要奉獻、要照顧、要關心，盡個人的責任與本分

來彼此互動，這即是一種基本的倫理關係。因此，人的生命價值，就存在於道德

和倫理之間。 

剛才單樞機主教說，生命的價值，不僅在於這個世間的某一段時間和某一個

小小空間中，所產生的一種價值觀，而是要衝破或突破我們在這一世、這一個環

境所認為的價值標準，體認生命是連鎖的、是永恆的。但是，所謂「永恆」是什

麼意思？並不是我們現在死了以後就不存在了，生命價值是與無限的空間和時間

相結合的。所以，有這種思想、信仰的人不怕危險、不怕死亡，因為他瞭解生命

是永遠存在的，所以感到非常安全。我跟單樞機主教都覺得很安全，即使現在馬

上往生也沒有關係，因為我們並沒有真正的死亡，並沒有真正的消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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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講人：單國璽 / 天主教會台灣地區主教團樞機主教 

剛才有人提到一個問題：就是法律的標準和倫理道德的標準，兩者有衝突

時，何者為優先？倫理道德的標準是高過法律的標準，當然倫理道德的標準優

先。因為法律是人制定的，例如墮胎合法化以前，墮胎普遍被認為是殺人的，以

往的法律也以殺人論罪。墮胎在立法院合法化以後，不判刑了。 

但是在倫理道德這方面仍然是殺人罪行。倫理道德的基礎是基於自然律，是

基於人的天良和人的本性。法律是人所制定的，它不能改變人性，也不能改變自

然律，所以剛剛所提的問題，倫理道德的標準是應該高於法律之標準的。雖然法

律不處罰了，但是人的良心還是會告誡我們，不要殺害一個無辜的胎兒、一個沒

辦法自衛的嬰兒，有天良的人，都知道殺害無辜是不對的。法律是人為的、人制

定的，但是自然律却是基於人的天性、人的天良，是上天所制定的，所以它的標

準應該高於法律。 

 

提問人：高  濤 / 銀髮長青社社長、楊式太極拳指導 

我們在再生跟複製這個問題上花了很多時間跟精神，但是我們發現臺灣每天

平均有三個人到四個人自殺，用各種手段犧牲自己生命，甚至全家的生命都犧牲

了，到現在為止我還沒有看到任何宗教團體提出一個很妥善的方法來防止這樣的

悲劇一再發生，請兩位宗教大師跟我們解釋一下，謝謝。 

 

主持人：黃榮村 / 中國醫藥大學校長 

我再把他的問題很簡短的複述一遍，他說現在臺灣每一天都有人在自殺，臺

灣是有一個基礎自殺率，大概每十萬人每年有 15％左右，因為長久以來差不多

都是這樣在變動的。所以就特別想請教兩位宗教界的領導人對臺灣自殺的行為還

有自殺的結果，有沒有什麼可以預防或者協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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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講人：聖嚴法師 / 法鼓山創辦人 

從佛教的立場來講，自殺、殺人都是屬於殺人罪，無論是人家叫你自殺或是

自己想要自殺，只要結果是死亡，就是犯了殺人罪。 

殺人罪在佛教中，是所有罪裡最嚴重的，因此，法鼓山這幾年來持續努力地

從事防止自殺的工作。譬如最近我們曾經在電視上播放宣導短片，呼籲大家不要

自殺，「呼吸就是財富，活著就有希望──多想兩分鐘，你可以不必自殺，還有

許多活路可走！」就是我們在片中主要傳遞的觀念。而這項工作，目前我們還是

持續的進行當中。 

去年我們舉辦了「第一屆關懷生命獎」，頒發在防治自殺方面有功勞的個人

獎和團體獎，今年則與國際自殺防治協會（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of Suicide 

Prevention，IASP）合作，同時邀請協會主席布萊恩．米沙拉（Brian Mishara）

教授到臺灣來，頒發了一項榮譽獎給他，以感謝他在全世界呼籲珍惜生命。在座

還有一位行政院衛生署自殺防治中心執行長江弘基先生，我們也曾經合作舉辦了

很多活動。 

所以，我們非常重視生命。生命雖然是無常的、是暫時的，但是非常可貴，

我們可以用它來提昇自己的品德、增長智慧，可以用它來造福社會，使社會更繁

榮、更進步，這是一種功德。所以，留下生命是非常重要的，即便是人家已經為

我判了死刑，但若是我還能做的，我就會去做，即使是做一秒鐘也好的。只要活

著一秒鐘，就要奉獻一秒鐘，而這也是我們的宗教精神。 

 

主講人：單國璽 / 天主教會台灣地區主教團樞機主教 

關於自殺的問題，首先需要了解生命是寶貴的，不是我們個人的私有財產，

不是你不願意要就可以扔掉的，生命不是屬於個人的財產，生命是上天所賜予人

的最大禮物。怎樣讓人了解生命的可貴？因為我們有生命，我們纔能夠存在在這

個世界上，纔能夠為人類的生命創造一些幸福、做出一些貢獻。還沒有做什麼貢

獻的時候，如何尊重生命，了解生命的寶貴，就要從小在家庭教育中就讓他了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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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不是生命的主人，而上天或天主纔是生命的主人，生命是祂給我的禮物，讓我

好好保管享用，而不可將其毀滅。 

另一方面，自殺多次是憂鬱症所造成的。自殺的人，大約理智已經不太清楚

了，他光是看到他現有的困難，只想藉著死亡可以解決他的問題。有些人自殺是

關於情感的問題，對方要和他分手，他感到受不了，就想結束自己的生命。這時

候若能輔導這些人，使他們想開些：「天下有那麼多的人，不是光有這一個對象，

還可找別的對象」。情感的事是不能勉強的，是兩廂情願的，結為夫婦的要件是

雙方自願交付給對方和接受對方。自殺的人，大多數是有憂鬱症的，感覺到有非

常大的壓力，感覺到無他路可走，只願以死了結。但是自殺的人，有沒有想到自

己的死亡帶給自己的父母、所愛的人、親朋好友、配偶或子女或兄弟姐妹，多大

的傷害？給家人或親友帶來的可能是一生的傷痛和遺憾。另一方面是要知道如何

預防，家裡如果有患憂鬱症的人，應該早日帶他去看醫生，找人輔導他，多陪伴

他、了解他，讓他有一些知心的朋友，讓他把心事說出來。在教會裡面我們也是

盡力的為這些人提供輔導，在各大教堂大概都設有生命線，希望這些想自殺的人

能時常和生命線聯絡。有的人還告訴生命線他的住址、他要在什麼地方自殺。教

會的人一方面通知警察或消防隊，另一方面立刻趕到現場開導他。這樣的人是因

為有病或是一時想不開的。幾年以前我也寫過一篇文章，在聯合報登過，題目是

《留得青山在，生命可以再起來》，假如他有問題，怎麼樣讓他能尊重生命，使

他將來還能夠東山再起，生命就是人東山再起的本錢，假設將生命結束了，人所

有的理想與希望都跟他一起被埋葬了。 

我記得施明德在絕食的時候，因為他也是個天主教徒，我就到三軍醫院去勸

他說：「你有很好的理想，那你現在要是絕食死了，你的理想會跟你的生命一起

遠去。如果你要實現理想，現在就開始吃飯，將來你的理想一定會實現」。當時

是在戒嚴時期，我跟他談話時有三個憲兵在旁邊看守記錄。最後他停止了絕食，

他能活著走出監獄，也能夠爭取到真正的民主自由。不要把自殺的人當成正常人

看待，他往往執著一個觀念，鑽到裡面後就出不來。這樣的人要設法去幫助他，

讓他能夠走出來。如果他有憂鬱症一定要想辦法讓他去看醫生，另一方面要想辦

法由宗教團體或其他團體來輔導他。生命線或是講道者、開示的時候，盡量給聽

眾講自殺者不但害自己，而且傷害自己的家人親朋好友，給他們留下終生的傷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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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遺憾。 

 

主持人：黃榮村 / 中國醫藥大學校長 

有一個問題不能不問，因為兩位難得一起聚在這裡，而且今天談的題目是人

類生命的再生與複製，是倫理、宗教與法律的探討。有一個問題是這樣子，假如

有一天有一群人，也是你們很欣賞的科學家、醫師，他們說以你們這樣燦爛的一

生，受人景仰的能力跟人格，你們應該更能繼續為社會做出貢獻，我們現在技術

已經成熟了，想給你們複製，請問你們的答案是好或是不好，簡單的理由是什麼？ 

 

主講人：聖嚴法師 / 法鼓山創辦人 

答案很簡單，這是不可能的事。要複製一個像我現在這樣的人，那不就像桃

莉羊一樣，專家認為牠被複製出來時，「基因年齡」與牠的母體相同，最後出現

「早衰」症狀而提早死亡，所以把現在的我複製出來以後，我的複製人也會早死，

雖然這只是個假設，但是我並不期待。 

 

主講人：單國璽 / 天主教會台灣地區主教團樞機主教 

關於複製人的問題，我和聖嚴法師有同樣的看法，我也不會讓人給我做一個

copy，因為我的 copy 會在我的陰影之下終其一生。無論是他的人格、身分、人

際關係等各方面，都有問題。在我的陰影之下生活，他可能會覺得自己的存在沒

有什麼意義。現在人們常說人口爆炸的問題，我不願意再給地球增加另一個單國

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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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持人：黃榮村 / 中國醫藥大學校長 

非常謝謝，讓我們的世紀對談真的變成智慧的對談，我們非常感謝兩位大師

給我們這場時間的對談，請再給予他們熱烈的掌聲。 

各位與談人及朋友，現在是我們下午第二場，接續剛剛的對談，我們這裡面就針

對這個問題，繼續來加以探討。先介紹三位主講人，第一位主講人我想各位台北

市市民都認識，邱局長，他也是陽明大學泌尿學科的教授，以及台北醫學大學泌

尿學科的教授，等一下他會針對人類生命再生跟複製這個部分有一個 power 

point，大概有二十分鐘的簡報與說明。第二位是蔡正和院長，他是馬偕紀念醫院

的院長，我們都知道馬偕最近也設立醫學院，他過去也曾經擔任過長期的馬偕紀

念醫院的主治醫師，可以說是從台北醫學大學醫學系畢業後一直在奉獻，等一下

他要提出基督教的一些看法，給大家做參考，也有 power point 來做說明。最後

一位是政治大學宗教所的蔡彦仁蔡所長，他本身是哈佛大學宗教歷史學的博士，

回來後一直在政大擔任教授，現在擔任政大宗教所的所長，他有很多針對各個不

同宗教觀點的比較分析。今天三位主講人一位是負責公共衛生醫療政策，一位是

在第一線的醫院領導，另一個是站在歷史、哲學的觀點來做比較分析，這個配合

是非常地妥當，而且單樞機主教也在台下參與。我們是不是現在就請邱局長先來

與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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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談人：邱文祥 / 臺北市衛生局局長 

臺 北 市 政 府 衛 生 局

1

人類生命的再生與複製 - 科技突破與宗教關懷

邱文祥

台北市政府衛生局

國立陽明醫學大學 台北醫學大學 醫學系

 

首先非常感謝國立政治大學吳校長還有周主任的邀請，能到公共論壇來跟大

家分享這個非常大、非常困難議題的個人淺見。當然，要帶一點點官方的色彩才

周到。另外我因為擔任醫師二十多年，也教育醫師很多年，我想在這邊代表台北

市的醫師跟單樞機主教致歉，原來看你病的醫師把你的病看錯了，我想一位醫師

沒有立場也沒有能力去預測一個病人他未來的生命有多長，我想大概是那位醫師

把自己膨漲了。醫學充其量只能說什麼樣的疾病以後大概會有百分之多少會產生

多少的狀況，只能告訴你一個統計的資料，至於個人生命的長短真的不是人類可

以探討的事情。我今天要跟大家談的這個問題，事實上剛剛單樞機主教已經談到

這個主題了一生命。今天的題目是人類生命的再生與複製，充其量我講桃莉羊只

能說身體的再生與複製，是不是心的再生與複製？心在哪裡不清楚，是在腦還是

在心，醫學搞不清楚，有時候我們覺得心痛，心真的痛，可是心臟不會這樣痛啊，

我們醫學上認為怎麼會有心痛呢，可是各位都有刻骨銘心的經驗，真的是痛在胸

部，所以心是什麼，我們醫學界也不是非常非常地清楚，更遑論「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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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 北 市 政 府 衛 生 局

2

人類歷史上重大宗教與科學的衝突

瑪利亞未受孕生出具神性之肉身

科技發展史上三次宗教與科學的巨大衝突

伽利略「太陽中心說」vs. 地球為宇宙中心說

達爾文的「進化論」vs. 上帝照自己的形象造人

基因工程的「複製人」vs. 上帝是萬物的主宰

 

身心靈的複製，我想任何身體被複製以後是不是他的心理就會被複製，而那

個人的靈性也跟著被複製？這是個很大的問題。所以我今天只跟各位報告一下醫

學現在探討的，應該還是很物質面的，研究學者只是把一個東西變成外表一模一

樣的東西，事實上本質是不是同樣，你並不知道起碼我不知道，我相信現在的科

學家也不知道。我今天利用幾張簡報來試著把剛才兩位宗教大師提醒我們的生命

的意義做個回顧，希望大家比較會有印象，另外在我的資料是寫成文章以供大家

參考，另外也有引用參考文獻。 

人類歷史上曾發生三次非常重大的科學與宗教的衝突。我是學科學的，可是

當你告訴我說一位沒有受孕的女性生出了一個有神性的肉身，耶穌基督有時說他

是人、有時說他是神、有時說是聖靈，如果由科學的觀點我沒辦法接受。我認為

神學不是 beside science，而是 above science，所以 science 怎麼解釋神學呢？螞

蟻怎麼知道天上鳥在飛的狀況呢？我認為我們如果用科學的觀點來討論這件事

根本沒辦法討論。歷史上有三次大的衝突，我們何其有幸，我們遇到的第三次是

特別大的，第一次是伽利略改變觀念說宇宙以地球為中心改為以太陽為中心，當

然最後他也錯了，現在我們也知道宇宙不是以太陽為中心；伽利略最後因說了真

話入獄了。研究複製的學者這些人好像還沒被關起來，但將來如果發生什麼事

情，或許會有更嚴重的事發生也說不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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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 北 市 政 府 衛 生 局

3

基因的故事

1866：奧地利神父 孟德爾（1822 ~ 1884）

植物個體特徵來自不同獨立的因子所決定

孟德爾定律【Mendelian Law】

子代繼承來的基因如果是有不同性狀的區別，只有強

勢的特性會顯現出來（顯性），這種現象叫做「優性定

律」。但是隱性的基因並不會消失、也不會被破壞，它

還是會經由自然的機率，分配並傳遞給下一代。

 

下一張，孟德爾這位先生是單樞機主教的同行，也是個神父，他去種植物，

結果發現了遺傳現象，所以大家講遺傳這件事情，事實上是有點神學的背景。 

臺 北 市 政 府 衛 生 局

4

基因的故事

1909：丹麥：喬安森（1857 ~ 1927）

根據希臘文「給予生命」之義，創造『基因』
（gene）一名，來稱呼那些由染色體攜帶、
肉眼看不見的遺傳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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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 北 市 政 府 衛 生 局

5

基因的故事

1953：英國：華生（1928 ~）＆克里克（1916 ~）兩人同獲

1958諾貝爾生物醫學獎

發現DNA的物理結構

發現基因結構為兩條鹼基對所扭成的雙螺旋的螺旋梯：

兩條糖－磷酸長鏈是梯的主體

長鏈間每隔一段距離就以一個簡單的分子相連，如梯子的橫木。

橫木由兩個相對的核苷鹼基（簡稱鹼基、鹽基）

把梯子扭轉成雙螺旋。

鹼基只有四種A、G、T、C，且A一定配T，G一定配C

 

臺 北 市 政 府 衛 生 局

6

基因的角色

人＝＞

器官＝＞

細胞＝＞

染色體（基因組）＝＞

DNA＝＞

兩條互補鹼基鏈所扭成的雙股螺旋＝＞

鹼基鏈由一個一個的核甘酸接成＝＞

核甘酸附著一個鹼基

(A)腺漂呤、(G)鳥漂呤、(T)胸腺密啶、(C)鳥密啶

 

基因的故事是，有兩個英國人，他們告訴人類基因好像不是很空泛的，好像

是可以具體形容、發現的，可以來探討的，而且很簡單例如 ATCG.。當然現在大

家都接受了。你不知道基因的組成中所代表的語言，這個語言中間可能有神的話

語，很多電影都這樣演。人類現在知道怎麼用基因去做疾病的治療，而且已經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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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應用在臨床上面了。 

臺 北 市 政 府 衛 生 局

7

基因工程的定義

基因工程又稱重組DNA工程，是利用重組技

術，在體外通過人工“剪切”和“拼接”等方法，對

各種生物遺傳基因--DNA進行改造和重新組

合，然后導入微生物或真核細胞進行無性繁

殖，產生出人類需要的基因產物，或改良、創

造出新的物種. 

 

臺 北 市 政 府 衛 生 局

8

基因工程

1988：華生向政府研究機構（能源部及國家衛生院）

提出研究計劃－人類基因解讀計劃（HGP，Human 

Genome Project），將長約30億個鹼基對的人類基因

排序出來

四個字母的生命百科全書

人體的建築藍圖

細胞的使用手冊

人類的演化歷史

全自動複製機

 

今天要談的複製與再生是基因工程中的一個環節，其實基因工程已經進行了

很久，例如今天我們吃的玉米大概就有基因改造的，為什麼做玉米可以，做人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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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因為這涉及到人性的問題。 

臺 北 市 政 府 衛 生 局

9

Roslin Institute, United Kingdom, 1997

Ian Wilmut & Keith Camphell

Dolly sheep 

 

1997 年桃莉羊在英國誔生了。 

臺 北 市 政 府 衛 生 局

10

基因工程引發的倫理問題

生命價值
科技本身是中性的，由人操控決定未來，它可
給人類無窮幸福，也可帶來萬劫的災禍
1990/4：美國父母產下一女，14個月後進行骨
髓移植，解救其患淋巴癌的親姐

農業：
品種改良、基因食物

醫學：
藥物繁殖、胚胎幹細胞株的建立與應用

器官複製

？？？

複製人

 

我認為如果要探討這個問題，就要連同倫理學一併討論。現在我有一個好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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友在 Boston University，他可以做一條輸尿管，你打電話給他，他可以寄 Federal 

Express 賣給你。他現在也在做組織工程膀胱，他可以賣給你。最近的研究是腎

臟再生，如此日後就不用洗腎了，這些事可不可以做？醫學界都認為在倫理上應

該可以。科技是中性的，由人操縱決定的，可以帶來無窮的幸福，也可以帶來無

窮的災禍。剛才已經提到農產品跟器官的複製，現在大家覺得只要對另外一個人

有幫助而不犧牲另一個人的權利就是可行的，這是現在醫界能接受的程度。 

臺 北 市 政 府 衛 生 局

11

基因工程引發的倫理問題

基因信息之個人隱私權問題

基因信息是一個人全部隱私中最重要的隱私

尊重與保護「個人的基因信息權利」有三層面：

保密與知情同意原則

基因檢側的準確性負責原則

安全保密負責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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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 北 市 政 府 衛 生 局

12

基因工程引發的倫理問題

「基因歧視」的社會問題

人類的平等與尊嚴，不論任何種族的人，在基因序列中

99.9﹪完全相同 ＝＞ 基因統一性、遺傳平等性

01﹪差異 ＝＞ 特徵不同之種族多樣性，人的獨特性

【世界人類基因組與人權宣言】第一章第一條：

「人類基因組意味著人類家庭所有成員在根本上的統
一以及對尊嚴及多樣性的承認。象徵性地說，它是人
類的遺產」

基因的「優」、「劣」?

1997年美國管理協會提出：6000家公司的10﹪利用基因
檢測決定聘雇

 

引發的倫理問題我想剛剛單樞機主教跟聖嚴法師都說到了，基因是人類無可

取代的財產，因為每個人有不同的基因，一個人的基因是被安排好的，你不能隨

便改變。就像古蹟不能改名，人類的基因是古蹟，人類的遺產跟金字塔一樣不能

改。這是另一種觀念，有鑑于此基因就是不能改，每個人的基因是整體人類的遺

產，基因是好是壞你知道嗎？你覺得這樣改就是好嗎？我知道希特勒在其政權末

期曾把優秀的男女配種，希望生出很優秀的德國人，結果不成功。我擔心美國這

個國家，它比較利益取向，有時候就會稍微的過頭，這是我們需要注意的，因為

坦白講基因複製是以歐美國家為研究主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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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 北 市 政 府 衛 生 局

13

複製技術的主要爭執點

1.安全顧慮

2.自我認同和個體性

3.人類的全然物化

4.複製人沒有父母及家庭

5.使人潛越神的權限

6.改造人類基因的優生學

7.個人生育選擇的自主權

8.人類基因的多樣性

 

我想這張幻燈片中是此次與談的重點，這幾個問題大家可以回去思考，為什

麼大家會很反對複製。第一因為怕做出來的人不好。萬一做出了很多個一樣的人

到底誰是邱文祥本尊？他到底是誰不知道，全然物化了，變成人類可以製造一個

物體。複製人沒有家庭與父母，人僭越了神的權限我想這是在宗教上最大的指

責。另外，改造人類基因後就變成沒有優生學了，因為我有錢所以我就做了一堆

優良的基因，人類的優生學就改變了，以前會為了優生學的考量找另一半，現在

不必了。像剛剛單樞機主教非常睿智的說他不做複製人，可是或許別人會強取或

偷取你的基因去做，例如只拿一些皮膚細胞，你也可能不知道，因此可能過了三

十年又有一個單樞機主教出現了，但這一點是我們不能接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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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 北 市 政 府 衛 生 局

14

台灣對體細胞複製技術的規範管制台灣對體細胞複製技術的規範管制

相關的法律規範

－以複製技術製藥：藥事法、優良藥品製造規範

(基本上是對於生技藥品採取何種測試，製造標準等

加以規範)

－以動物培育不排斥的器官

1.器官捐贈條例：排除於器官捐贈條例的規範

2.醫療法施行細則

3.基因治療人體試驗申請與操作規範

 

臺 北 市 政 府 衛 生 局

15

台灣對體細胞複製技術的規範管制台灣對體細胞複製技術的規範管制

相關的法律規範

－複製人

1.人工協助生殖技術管理辦法

2.人工協助生殖法草案

 

早上我問了市政府法令專員國家有沒有這方面的管理規定，跟各位報告，非

常非常不足，不過我們是有一些辦法。但培育動物細胞製成器官用在人類身上，

我國政府至今是可以接受的，不過此事一定要經過倫理委員會，這不是法律的問

題，是倫理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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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 北 市 政 府 衛 生 局

Evolution of Robotic Technology 

 

臺 北 市 政 府 衛 生 局

Evolution of Robotic Technology Evolution of Robotic Technology 

 

我再給大家拋出一個議題，不是只有複製人會製造未來的問題，現在機器人

也在製造問題，你可以 love, sex with robot，現在可以用電腦設計出一個女孩子，

完全依你的善好，做好了可以把它帶回家，這也是一個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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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這幾天在忙腸病毒，我跟各位報告一個小朋友的故事。禮拜三下午他覺得

上課很累，他同學就跟他說陳同學你有點累可以回家，他說他想念書，但是後來

他回去以後沒辦法念，晚飯也沒辦法吃，太累了，後來他爸媽就說你去休息吧去

睡覺，才國小四年級，在木柵的一個國小。結果那天晚上十一點鐘他晚上起來上

廁所，碰的一聲就跌倒了，他爸媽就趕快把他送到木柵的一家醫院去，那時候血

壓就是零了，然後就急救，但他禮拜四早上八點鐘就離開了。他爸媽都說他本來

很好，突然間他就離開了，我想在座有當過父母的，你知道這個心裡的痛嗎？那

個不是腸病毒，是心肌炎，因為最近記者在追我，我們查出來那不是腸病毒。如

果你是那個小孩的父母，如果有一個複製的科技可以讓你複製，你們願意複製陳

同學的請舉手，大家可以思考一下這個問題。以上是我的報告，謝謝大家。 

 

與談人：蔡正河 / 馬偕紀念醫院院長 

單主教、黃校長、周主任、蔡所長、邱局長、各位先進，各位平安。我想要

從一個基督教醫院第一線的工作者的角度來探討這個問題。從我們基督的信仰來

講，上帝是宇宙的創造者，創造萬物，最後就是人，我想他的本意就是要用人來

榮耀上帝，所以只有人有靈性，這是上帝的恩賜。在人類歷史發展過程中，尤其

是西洋文化，我們都知道科技、宗教不斷在許多議題上有爭議，但也不斷地進步，

這些完全是上帝的恩賜和引導。 

從基督教的觀點來看，每一個生命都是上帝創造的，生命有來自上帝的靈

魂，不是動物生理現象，所以複製人的問題很重要的是靈性，因為靈性是沒辦法

複製的，剛才也提到了自殺的問題，這本來就是人的靈性中最難 touch 的地方。

另外我們在聖經的十誡中有提到最重要的是不可殺人，因為生命的主權在於上

帝，所以如果毀壞複製人將會牴觸這個教義。 

再來是西方文化和醫學深受基督信仰影響。在對生命的定義上，主要是由與

上帝關係、與人關係、家庭倫理這三點來觀察，複製人的產生會對這三者產生很

大的影響。第二，在科技與信仰間產生許多爭論及研究，第三，對生命的尊重、

保護及法律地位，這兩個問題都是值得我們再去好好探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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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下來是複製科技帶來的挑戰，像我們剛剛提到治療重症等。但在治療重症

時是不是很難考慮到優先順序？例如有權勢的人是不是會比弱勢的人有更優先

獲得治療的機會？不能單用利益探討科技帶來的效應，還是要考慮到它的危險

性。我們複製一個人出來後，他與本體的關係如何？在人文方面我們有行善的觀

念，無論是做複製還是治療重症，目的都在此，另外在正義上，這點也是一定要

維持的。 

在近代基督信仰對複製生命的看法上，我想大家都知道，比較保守嚴謹的人

會提出以下四點看法： 

  a.生命開始於精子與卵子結合之時 

  b.不可殺人，殺胚胎也不行 

  c.生命是上帝所賜，不是人可以造的 

  d.生育性、治療性的複製都不允許 

至於比較自由開放想法的人，大致上會提出以下觀點： 

  a.尊重每一個人的自由 

  b.考慮利弊 

  c.允許試管嬰兒 

  d.允許使用試管嬰兒用剩的兩週以下的胚胎中取幹細胞 

  e.鼓勵從臍帶血、血液、骨髓、牙齒等提取及培養 

我想相形之下東洋文化對生命就沒有明顯的爭論或給予胚胎法律地位。有些

地方沒有特別規範胚胎是一種生命，所以他們就可以好好發揮這樣的技術，這也

是我們需要思考的地方。 

基督信仰認為科技也是上帝給人類的恩賜，但不能只重技術而忽略了對家庭

倫理、道德、人際關係等等的重視及對生命神聖的尊重。生命是上帝給人類的恩

賜，而不是人的成就。在聖經裡面最早的複製就是亞當與夏娃，我想大家都知道，

那也是上帝給他的靈性，才有人的延續，現在社會中的同卵雙胞胎也是一種自然

的複製，我想在結論上，我們對於複製人，不管是在生殖方面或醫療方面，還是

要有一些倫理道德的規範，大家一起來努力，這是全球性的問題，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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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談人：蔡彥仁 / 國立政治大學宗教所所長 

單樞機主教、黃校長、邱局長、蔡院長，大家好。我發現剛才蔡院長講的比

較像是宗教觀點，你比較像是宗教所的所長。我以下要很粗淺的提出幾個意見跟

大家分享，主要提出幾個問題，希望對各位有幫助。 

我個人的的觀察是，在世界上贊助幹細胞的研究或複製科技的研究，亞洲地

區國家顯得比較積極一點。在歐洲，除了英國外，歐盟內的國家爭議還是很大，

美國的話則是法令限制非常嚴格，有一定的細胞株配額限制。我想因為歐美國家

是因為基督信仰，有宗教的顧慮，所以才導致這種現象。為什麼亞洲和歐美有這

種差別呢？可能跟我們的宗教觀念有關係。以儒家傳統為例，我們強調人倫。胚

胎是不是一個人？以儒家的定義而言應該不是，因為尚未出生，很難把它放在人

倫關係中來定位，無法形成可以定義的「人」，所以我們對胚胎、幹細胞的認知

和對待，比較不那麼敏感。以道教而言，萬事萬物都在不止息的變化當中，人的

源起、出生、成長、死亡，都是氣化的過程，永無止息，不特別強調生命某一時

段的終極意義。至於佛教，我個人的看法是可分為兩層次。佛教義理把人的身體

視為一個臭皮囊，「空」才是人的最高境界，所以佛教不會把複製人看得這麼正

面，這是從一個佛學的層次來看。但民間佛教可能就不是這樣子了，因為受到輪

迴的影響，一般佛教信眾相信靈魂的存在，燒香拜佛也是為了身體、財富、子孫

等現實關懷，跟佛法的終極認知還是有點不一樣的，我們必須注意這一點。從台

灣社會可以具體觀察到，如果我們強調複製科技的發展可以實質的幫助人類進

展，一般民眾很少會反對的。 

在台灣一般人都對科技有很深的信任，對它抱著很高的期待和願景，我從宗

教觀點來看，覺得科技好像變成了我們的一種宗教。基督教對這個議題的看法是

比較負面及否定的，基督教神學認為人是上帝所造，起源和主權在上帝，因此人

有他的尊嚴、主體性、獨立性，這是神聖不可侵犯的，要墮胎或做複製人都僭越

了上帝的主權。 

宗教和科技如有衝突，彼此如何協調呢？如果我們把複製用來輔助人的不

足，減輕人的苦難，從基督教神學來講，就是在彌補人墮落之後的不完美，這樣

的話也是呼應了基督教的救贖論，如此基督徒是不是可以接受呢？等一下可能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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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樞機主教來跟我們做個說明。佛教呢，我想在提倡人間佛教的同時就已經肯定

肉身存在有其重要性，所以如果用科技讓人的肉身可以得到更好的照顧，這也是

非常正面的。從宗教觀點需要提問的是，肯定肉身價值，會不會與佛學的最高意

境，也就是「空」的追求有所衝突？這是個滿有趣的問題。另一方面，我同意複

製科技需要受到規範，但如果要用倫理來做規範，因為不同宗教有不同看法，在

台灣到底要選擇哪一種宗教來作為倫理依據？這也是值得宗教界一起來討論

的。最後我想提出的是，假如複製科技能夠把我們變成一個美麗新世界，人類壽

命無限地延長，如果有這樣的境界，宗教是不是要退位了？我很贊成剛才聖嚴法

師所講的，人是不可能達到完美的，宗教的存在，目的在追求意義，在解決人心

靈的種種問題，所以即使有這樣的世界存在，我認為宗教還是不可或缺的。謝謝

各位。 

 

《綜合討論》 

主持人：黃榮村 / 中國醫藥大學校長 

我們現在先開放十分鐘讓大家問點問題 

 

提問人：陳緩荷 / 文字工作者 

我想請問一下邱文祥局長。我們提到複製以前，最近美國有個例子，為什麼

說法律是個低標準，倫理道德是個高標準，有一個爸爸他要生小孩，這個國家可

以接受這樣的例子，他不但要生小孩，當然這個爸爸是一個變性的爸爸。在臺灣，

如果說一個爸爸要生小孩，我不曉得局長是不是有辦法接受。像美國的同性戀，

可能是兩個媽媽但沒有爸爸，但他生了一個小孩。像這樣的例子，我不曉得這樣

要如何去規範。 

第二個，我想問蔡教授。剛才你說到人間佛學，但是你忽略一個了，這個人

間佛學是來自太虛和尚的，那是因為在一個動亂裡面，我想臺灣可能現在要強調

這種價值觀，才能夠落實佛教的終極關懷，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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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談人：邱文祥 / 臺北市衛生局局長 

我當泌尿學科教授這麼多年，不知道爸爸可以生小孩，你的意思是爸爸受孕

吧？他把精子拿出來後跟其他卵子結合，變成受精卵後，其實可以放到他的大網

膜，人類不見得要子宮才可以受孕喔，如果是這樣的話，坦白說，我們現在就不

是在談再生或複製了，他是用現有的生殖科技來規避法規的適用，我個人是不贊

成，可是如果要那樣做的話，我們現在的法律上面是沒有辦法去防止的，以上謝

謝。 

 

與談人：蔡彥仁 / 國立政治大學宗教所所長 

我想這位女士提出來的不是一個問題，而是在陳述一個事實吧。人間佛教當

然是由太虛和尚提出來，再由印順法師闡揚，逐漸形成現今很多佛教團體的共

識，強調要入世、要關懷，我想這是沒有錯的。 

 

提問人： 

我是想請教蔡所長，在座沒有喇嘛在這邊，我們知道喇嘛都一定要選擇活佛

轉世，那如果說可以做複製人，傳到西藏去，我想他們一定不會像其他宗教一樣

那麼反對，因為他就可以找到真正的活佛轉世，就是一再一再地複製，這是我很

天真不成熟的一個想法，我想聽是不是如果這樣的問題給西藏喇嘛，他是不是比

較容易接受、比較不容易反對？謝謝！ 

 

與談人：蔡彥仁 / 國立政治大學宗教所所長 

我想這個問題應該要給樞機主教，這是真正有智慧者才有辦法答出來的。不

過我有一個粗淺的看法，你當然可以複製同樣一個人，可是他的生命歷程及經驗

你卻沒有辦法複製，這是必須承認的。 

公共政策論壇－人文關懷系列 人類生命的再生與複製

228



與談人：蔡正河 / 馬偕紀念醫院院長 

其實人類的科技還是有它的限制，我們知道基因已經複製出來的個體，他真

正的表現要看他的 RNA 還有那些蛋白質，這個過程中又受到環境的影響很大，

所以人沒有辦法身為上帝，從這點很容易看出來。現在人類的複製縱然是 99.9

％，但那 0.01％未來可能會帶來無窮的後患，只是你現在不曉得，因為複製的成

功率不高，還會產生早產兒及缺陷的問題。我認為如果有需要的話就用在器官

上，但不要用在複製人上，我想上帝還是比人有智慧。 

 

主講人：單國璽 / 天主教會台灣地區主教團樞機主教 

今天所討論的主題，就是關於複製人和生命再造以及相關的倫理道德和法律

等問題。假設不承認人有靈魂的生命，那就很難來解釋這些倫理道德的問題。假

設人與其他動物沒有兩樣，那這些倫理道德的問題就不必談了。但若承認，這就

是和宗教有密切的關係。 

所有的基督宗教都相信人是上帝按照祂的肖像造的，所以人有特別的地位、

尊嚴、人權、靈性、智慧、自由意志和愛心。天主有無限的智慧與大愛，假使承

認這個，才能了解倫理道德的基礎。複製救命寶寶，把他身體的器官當作零件給

哥哥姐姐作治療之用，好像是把他當成東西一樣。甚至願意賺錢的人可以將複製

人的器官當貨品賣給需要換心臟或腎臟的有錢病人。這樣人和純粹的物還有什麼

區別！倫理道德的問題就根本不必談，真正的問題是人的價值，他的基本人權、

尊嚴、自由等，都是來自這方面，都是因為人類有靈魂和其他動物不一樣，這是

倫理道德的基礎。當然我們也鼓勵科學在這方面的努力和研究，但是科學研究應

該有其限度，例如核子武器殺傷力很可怕，生技科學也是一樣，都有其正面的用

途，但也能被妄用，為此應該要受倫理道德的規範，否則後果是非常可怕的，不

是給人類帶來幸福，而是毁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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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問人：田金麗 / 國防大學教授 

大家好，我過去也曾經在生命線當過義工，當過三年的輔導老師，我比較好

奇的是剛剛那位女士提的，首先你說我們的國民所得兩萬多塊，事實上我們的國

民所得是一萬六千元。然後你剛才提到台灣有兩百多人要吃鎮定劑，等於是十分

之一的人口，又說大多數大學生都失眠，也是上百萬人，那等於台灣有幾百萬人

濱臨自殺的高危險群，當然我不知道這個統計數字是哪裡來的。 

 

與談人：邱文祥 / 臺北市衛生局局長 

跟各位報告，非常高興的是，去年台北市的自殺人口比之前的 495 位減少了

130 位，這兩年來持續在往下降，原因非常地多，因為自殺是一個社會問題，經

濟、社會、價值觀等都會影響。要如何做這樣的事情一直都是台北市政府的重要

工作，因此我們要增加預算的編列，並且把自殺防治中心拉高到府的層次，所以

目前中心領導人是我們的副市長，換言之，我們希望盡所有的努力來幫助那些跑

到死胡同的人。我們根據研究發現，自殺失敗的人下次大概就不會死了，他就嚇

到了，他是剛好那段時間想要自殺，過了以後就好了。當然預防重於治療，中間

很多都是憂鬱症的病人，這是一個現象，要讓病人願意去尋求醫療、宗教的協助，

我相信台北市的自殺人口應該會持續往下降，以上是我的說明。另外我有一個問

題很好奇，想問問大家，如果您是那個木柵國小四年級的小孩子的父母，你會願

意複製他嗎？謝謝，還是有，所以這真的是個非常複雜的問題。從這裡就可以看

出來，在某些時候複製人還是有他的價值存在，也不一定，謝謝！ 

 

主持人：黃榮村 / 中國醫藥大學校長 

我再補充一下，因為剛才單樞機也有提到，他談到靈性還有父母跟他的小孩

過世了可以複製回來，問題是複製的真的是他的小孩嗎？這就是在講靈性。分子

生物學有個很重要的原則，叫做 central dogma，「中央原則」。就是 DNA 可以驅

動 RNA，RNA 可以驅動蛋白質, 反之則不然，當然少數病毒可以，那是例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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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entral dogma 的意思是說，其實很多後天的性狀都是不能遺傳下去的，靈性就是

這樣，譬如一個勤勞的爸爸可能會生出一個懶惰的小孩。你從小孩的身上拿出一

個細胞來複製，但無法複製他的靈性，這樣你還願意嗎？請大家再舉一次手。所

以這個題目為什麼有趣，就是有趣在這裡，有時候你只看到表面，到最後一層一

層分析，可能又牽涉到信仰。 

 

提問人：陳緩荷 / 文字工作者 

對不起，我回應一下剛剛那位女士的問題。在平均收入的部分我講錯了，是

一萬多，不過其他那些數據是一個教育中心的教授給我的，我一下子找不到他的

名片，二百萬人吃鎮定劑，這是他告訴我的，有一半的大學生有失眠的紀錄也是

他告訴我的。我現在要問的問題是，我們要關心的是網路，因為現在很多年輕人

活在虛擬的世界，這可能比胚胎的問題更可怕，我想問邱局長，你有什麼樣的看

法？這未來可能是更嚴重的。 

 

與談人：邱文祥 / 臺北市衛生局局長 

今天有點像在議會耶，這有相關嗎？我下來之後再慢慢跟你回答好了。 

 

與談人：蔡正河 / 馬偕紀念醫院院長 

剛剛講到複製出來的人會怎麼樣，譬如說我們看同卵的雙胞胎，這是自然的

複製，兩個在子宮裡面的位置不一樣，也會決定他們將來的性格，甚至你讓他聽

胎教音樂，都會影響。所以為什麼複製出來的東西看起來一樣，但還有一些是我

們科技沒辦法了解的地方，會影響到他們未來的發展。假如你複製一個愛因斯

坦，把他放到一個特殊的補習的環境，這樣他還會不會變成愛因斯坦就沒有人知

道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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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持人：黃榮村 / 中國醫藥大學校長 

剛才有兩點跟臺灣的狀況有關，在此我再 repeat 一次。我以前負責過九二一

重建，我看得很清楚，在地震後的前兩年內自殺率是提高的，日本的阪神地震是

例外，大家都很好奇為什麼日本阪神地震後自殺率是降低的，因為阪神地震震倒

的大部分都是高樓，因為日本人自殺有一個癖好，就是喜歡從高的地方跳下來，

結果因為大部分都倒掉了，所以就找不到地方跳。以前臺灣也發生過類似的情

形，臺灣在禁巴拉松的時候，自殺率也下降，因為以前臺灣習慣喝巴拉松自殺。

所以報紙不要整天報人家燒炭自殺，這樣一直報是有罪的，這是在鼓勵人家用簡

單的方法來結束自己的生命。九二一結束後的前十八個月自殺率是上升的，但是

十八個月以後就開始回復原來的狀態，就是我剛剛講的，原則上十萬人中大概十

五個，但像南投地區過去自殺率本來就是一直有點偏高，所以這裡面涉及邱局長

說的社會、經濟條件，不純粹是所謂的 depression，有時候自殺是很複雜的，只

是你說的兩百多萬人我想是作參考用的，這個有實際上的數字是可以去查的，依

我的了解是沒那麼多，不太可能。 

最後一個是，剛才蔡所長也提到，好像在臺灣以及全世界這都是討論得很熱

烈的問題，就是基因改造食品，在歐洲引起很大的爭議，還有幹細胞在美國變得

限制得非常嚴格，還有關於 clone，以前製造桃莉羊的科學家現在他的態度也改

變了，歐美國家為了這些問題進行了非常激烈的辯論，但是在臺灣，我以前有發

現到一個現象，臺灣就是既不強求，也沒有強烈的反對，所以看起來就是糊裡糊

塗的，觀點不清，或者沒有特定觀點，要不然就是讓外界的人以為道德感好像不

太強，那當然靠宗教，宗教的觀點就比較清楚。或者是學術界有人說，因為臺灣

沒有希臘、羅馬哲學的傳統，沒有基督宗教的傳統，那究竟是什麼原因，為什麼

臺灣會這樣子？今天辦這個主題會在臺灣社會產生多大的 impact？在臺灣一講

幹細胞，臨床實驗都還沒有做好，就有一大堆人去登記耶，登記成為受試者，這

假如在西方國家會引起很大的爭議，但是在臺灣是沒有爭議的，只要有需要大家

就會去登記，這個問題居然沒有引起辯論，我覺得這不曉得是好還是壞。就我們

醫療界的 practice 來講，這是好事情，但是對一個社會的走向來講這不一定是好

事情，所以這個問題是可以留給其他人繼續研議的。感謝今天三位與談人精彩的

發言，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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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政策論壇 

人文關懷系列：人類生命的再生與複製–倫理、宗教與法律探討 

會議實錄 

 

《閉幕式》 

時  間  ：97 年 6 月 14 日下午 17：10-17：40 

地  點  ：國立政治大學公共行政及企業管理教育中心國際會議廳 

閉幕致詞：王俊權 / 教育部高等教育司副司長 

          吳思華 / 國立政治大學校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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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俊權 / 教育部高教司副司長 

吳校長，在座的學者專家，各位先進，各位好朋友，大家午安。我在台下聽

了很久，有關今天的題目，讓我有一些感觸。教育部在前兩天有一件意外，有一

位資深同仁以自殺的方式結束生命，那是我們一位非常優秀的同仁，在部裡服務

二十一年，我們認識的這位同仁平時比較寡言，但在公務接觸都很正常。那天早

上很早的時候，大約七點十五分就到部裡，依據警衛所說，他有尋短動作，被清

潔人員發現，馬上就通知警衛室馬上處理。但可惜的是，有關同仁送到辦公室之

後，沒有再繼續做一些心理諮商或安頓到有人陪伴的地方，他就從二樓去到四

樓，然後發生令人遺憾的意外。 

聽到這件事，部裡同仁都很震驚，所以教育部最近也提供一些生命課程的演

講，和團體的諮商工作，不只是針對當天跟他有接觸的警衛、同仁，也包括所有

同仁。在現有教育中，生命教育這部分是很欠缺的，我們都要學習關心身邊的親

人和同仁。今天我們討論生命的再生跟複製，剛才我看到教授有問各位的意見，

如果我們有複製親人生命的機會，各位願不願意，本來有很多人舉手，但後來校

長又問一句話，如果不能「完全複製」那你還願不願意？我看到沒有人舉手。那

位部裡同仁的父親已經七十九歲，如果問他，同樣的，他也許也不願意，因為生

理生命也許可以複製，但「人」不可能完全複製，更重要的是生命本身的價值，

如果這位父親知道他孩子生命中有不能承受的重量，他也不願意讓孩子再一次承

受痛苦，所以複製生命這件事應考慮的問題確實不是那麼容易的。今天我們在講

生命的再生跟複製，技術上已經不是「能不能」的問題，而是在道德上「應不應

該」的問題。這裡有哲學的、宗教的、醫學的、法律的、教育的各方面的問題，

這次政大提供這樣的平台，讓各方參與溝通，分享經驗，在教育上特別有意義。 

今天各位在討論中，最關注的焦點是：人工生命對我們自然生命所構成的社

會體系產生怎樣的衝擊？如果有一天我們要問自己說：「什麼是人類？」那我覺

得我們整個人類的基本價值就受到了根本的衝擊。現在所有我們已知的社會都是

建構在人類自然生命的發生與週期，自然律的倫理是整個人類社會穩定的基礎，

如果生命的再生、複製的技術被無限擴張的使用，對我們來講，是一個不可預知

的危機。大家可以聽到兩個完全不同的聲音，一個是宗教界在道德上面的立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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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為自然是上帝的智慧，祂給我們的是一個美好的世界，如果人類不能把握這個

世界，反而用我們自己的技術去摧毀這個世界，那我們明天不知道會是怎樣的世

界。剛剛主講人引用西方學者預言「勇敢的新世界」，到時候，那樣世界是我們

要的嗎？我想各位的答案都是否定的。 

雖然生命的再生跟複製的技術有其負面、需要討論的一面，但也有正面的。

我剛剛聽各位講，為了讓人類有這個能力去彌補上帝賦予人類生命的不完美的那

一部分，包括醫學的、優生的、治療方面，我想這是正面的，這也是為什麼我們

要再精進醫學教育、醫療研究等等。當然，這項技術必須在有限的和可以接受的

範圍內來發展，這方面我們是鼓勵的。教育也跟這個問題有關，任何生命工程的

結果只要進入到倫理學、價值學或哲學，都會跟教育有關，因為教育本身就是在

做價值傳遞跟創造的工作。在座各位很多都是我們的教育先進，今天我們所討論

的很多問題都值得我們來省思，剛才黃校長也講說在臺灣真的是很奇怪，很多事

需要去辯論的，但是我們聽起來都好像覺得沒問題，有很多沒問題的，我們倒是

覺得有很多問題，所以我覺得我們教育工作者在這方面應該要有我們自己的看

法，不管今天是來自宗教界的、來自醫學界或其他各方的意見，最重要的，我們

應該要深思，有自己的想法。我們長期一直秉持的就是一個多元價值社會的建

立，我想這是我們整個討論的基礎。在此我要特別感謝政治大學吳校長領導團隊

的辛勞，以及公企中心提供一個很好的論壇，讓我們彼此溝通和了解，謝謝各位。 

 

吳思華 / 國立政治大學校長 

王副司長，各位與談貴賓，各位女士、各位先生，大家好。今天的研討會很

快就要告一段落，在整個研討會的過程中間，我們就「人類生命的再生與複製」

這個非常嚴肅的課題作了很深入的探討，尤其是聖嚴法師與單國璽樞機主教兩位

大師從生命的意義來看人類生命的再生與複製，讓大家有很多啟發。在整個科學

進步的過程中，我們確實要去面對很多新的社會問題，我今天聽了一天，對這些

問題有很多的感觸，跟各位一樣，都希望能夠對這個問題有更多的了解。 

我常常覺得我們在思考自己人生的時候，其實多數是從個人的觀點來看，生

命是非常自私的，大家都希望自己的生命能夠延續、能夠延長、能夠美好；從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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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社會的觀點來看，這個自私也是進步的動力，因為個人的自私，所以我們願意

去做很多不同嘗試，我們現在所看到的科學進步，也是在自私的動機之下出現

的；正因為我們對自己生命的延續有期待，所以讓這些科學家有更大動力去研

究。當然科學家在做這些事情的時候不純粹是為了服務任何人，也是對於自然界

未知的探索。不管是從個人自私的基因來看，或者是從科學家探索未知的動力來

看，我們今天所談的「人類生命的再生與複製」，大概沒有辦法去阻擋它發生，

遲早都是要發生的，因為這件事的背後存在著很大的動力。 

在這個當下，如何去因應與回應這個科技突破的潮流，才是更重要的，剛才

黃榮村校長特別提到，如果我們看臺灣今天社會並沒有給予這樣的議題應該有的

關心跟重視，原因究竟出在哪裡，我覺得也許有幾件事情，尤其是我們從公共政

策論壇來看，是可以努力的： 

首先，在研究投資方面，科技占了很大的比例，對人文的投資相對忽視，黃

校長在召集明年全國科技會議的議題討論時，其中有一個議題就是希望能夠探討

用人文去引導科技，或者建立人文跟科技對話的一個平台，我覺得這件事情可能

需要我們用更多的力量喚起更多的重視。當我們注意到科技的進步是如此快速的

同時，我們是否也應就相關議題在人文社會科學中做更多的研究，希望相關單位

可以給予更多的支持與幫助，否則完全沒有對話的平台，甚至沒有平等對話的機

會，我認為如此下去，未來臺灣社會可能會面臨到更大衝突。 

其次，從過去到現在，人文跟科技在不同的領域中持續進行研究，但對話的

平台其實非常欠缺，宗教、法律或是倫理的專家都在各自的領域裡非常傑出，但

是彼此之間是不是能夠針對一個真實的問題去做對話交流，我想這樣對事情的檢

討絕對是不足的。今天這個公共政策論壇只是一個小小的開始，我們期待未來這

樣對話的平台可以再多一點，開啟跨領域溝通。 

第三、臺灣社會較欠缺以科技為基礎的未來想像，在國外中常常可以看到很

多科技故事、科技電影、科幻卡通等，這些事情當然都是假的，但是它代表了我

們對科技進步之後，所看到可能社會的全貌，去進行一個通盤的思考。這件事情

在臺灣坦白講是完全沒有的，我們幾乎沒有看到我們自己的人去創作科幻電影、

科幻卡通、科幻小說等。如果我們可以更加鼓勵、幫助下一代想像，雖然那些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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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不一定真的會出現，但是會讓我們有機會去看到一個因為科技所出現的可能全

貌，就沒有解決的動力。當然，除了生命科技可能是很大的改變外，就像是剛才

那位朋友問到的，像是網路科技，也會造成完全不同的社會現象。這些都該鼓勵

我們的小朋友或者同學、大學生去探索。所以想像力、創造力跟創作力的培養，

可能是我們在未來教育非常需要的；只有我們能夠想像它出現時的形貌，才有機

會去問說這樣子的形貌到底是不是我們要的，以及它會產生多少的影響跟衝擊。

這一切的一切都才會成為一個討論的基礎跟基點。 

個人很誠懇的期待，希望所有貴賓可以共同努力，對這個問題持續關心，也

希望教育部或國科會在發展科技的同時，對於人文社會科學的研究能夠給予更大

的支持，當然如何能夠讓我們全體社會對每一個科技發展都能夠去形成一個整體

社會的共識和想像，可能是一個非常重要的社會運動，需要大家共同來努力。非

常謝謝在座各位貴賓今天的蒞臨，我們希望今天的研討會是一個好的開始，未來

能夠有更多的人文跟科技的對話，讓我們在科技進步的同時可以去創造一個美好

的人生。祝各位有一個很愉快的週末，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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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會貴賓名冊 
編號 姓名 服務單位 部門 職稱 

001 朱楠賢 教育部 社會教育司 司長 

002 王俊權 教育部 高等教育司 副司長 

003 賴其萬 教育部 醫學教育委員會 執行秘書 

004 聖嚴法師 法鼓山   創辦人 

005 單國璽 天主教會台灣地區主教團   樞機主教 

006 黃榮村 中國醫藥大學   校長 

007 何美鄉 中央研究院 
醫學研究倫理委員

會 
主任委員 

008 邱文祥 臺北巿衛生局   局長 

009 蔡正河 馬偕紀念醫院   院長 

010 何橈通 台北榮民總醫院 
教學研究部暨內科

部 
主任 

011 邱士華 台北榮民總醫院 幹細胞研究室 主持人 

012 范建得 國立清華大學 
科技管理學院生物

倫理與法律中心 
主任 

013 蔡篤堅 臺北醫學大學 醫學人文研究所 所長 

014 吳思華 國立政治大學   校長 

015 林碧炤 國立政治大學   副校長 

016 蔡連康 國立政治大學 教務處 教務長 

017 王振寰 國立政治大學 研發處 研發長 

018 陳惠馨 國立政治大學 法學院 院長 

019 王文顏 國立政治大學 文學院 院長 

020 陳良弼 國立政治大學 理學院 院長 

021 高永光 國立政治大學 社會科學學院 院長 

022 周行一 國立政治大學 商學院 院長 

023 于乃明 國立政治大學 外語學院 院長 

024 鍾蔚文 國立政治大學 傳播學院 院長 

025 李英明 國立政治大學 國際事務學院 院長 

026 秦夢群 國立政治大學 教育學院 院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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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7 戴 華 國立政治大學 人文中心 主任 

028 鄭端耀 國立政治大學 國關中心 主任 

029 游清鑫 國立政治大學 選研中心 主任 

030 關尚仁 國立政治大學 
資訊與媒體整合實

驗中心 
主任 

031 周麗芳 國立政治大學 公企中心 主任 

032 蔡彥仁 國立政治大學 宗教研究所 所長 

033 李瑞倉 國立政治大學 
公教中心指導委員

會 
委員 

034 江宏基 EMBA 96 NPO 非營利事業管理組 研究生 

035 蔡錦純 ING 安泰公司 業務部 區經理 

036 王怡青 三軍總醫院 社服室 主任 

037 朱柏齡 三軍總醫院 腎臟科 主任 

038 何善台 三軍總醫院 麻醉部 教授 

039 李佳芝 三軍總醫院 
人體試驗審議委員

會 
秘書 

040 莊如峯 三軍總醫院 
人體試驗審議委員

會 
秘書 

041 葉壽婷 三軍總醫院 
人體試驗審議委員

會 
秘書 

042 釋道興 三軍總醫院   IRB 委員 

043 劉 寧 上海交通大學     

044 田喬安 大人物知識管理集團   經理 

045 謝大台 大日股份有限公司     

046 謝芷茵 大日股份有限公司   職員 

047 郭德銘 大同公司 DMBU 工程師 

048 吳豐邦 大道孝門實行聖會   理事長 

049 吳明路 大網生命服務公司 業務部 職員 

050 張常昌 中山社區大學   幹事 

051 張心宇 中天電視 
新聞部生活體育新

聞中心 
文字記者 

052 丁淑惠 中央健康保險局台北分局 醫務管理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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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53 洪寶麟 中央健康保險局台北分局   職員 

054 莊春燕 中央健康保險局台北分局 醫審分組 專員 

055 賈玉慶 中央健康保險局台北分局 承保四組 課員 

056 劉碧花 中央健康保險局台北分局 承保組第二課 業務助理 

057 吳素柔 中央通訊社   記者 

058 郭日曉 中央通訊社   記者 

059 溫玉時 中央廣播電台   退休職員 

060 賴文隆 中正社區大學     

061 鄭昭琦 中原大學 圖書館 組員 

062 陳筱蕾 中國人壽     

063 白文亮 中國砂輪   執董 

064 白文亮 中國砂輪企業(股)公司   執行董事 

065 劉子鑑 中國科技大學   退休副教授

066 黃馨儀 中國時報 教科文組 記者 

067 程哲國 中華智慧經營管理協會   常務理事 

068 蔡明祐 中華視障聯盟   就業服務員

069 許中孚 中華電信股份有限公司     

070 陳範儀 中華電信股份有限公司     

071 范俊松 仁德醫護管理專科學校 人事室 主任 

072 曾錦盛 內政部 總務司 科長 

073 吳榮慶 天主教 光啟文化事業 經理 

074 邱雅珍 天主教耕莘醫院 牧靈部 關懷師 

075 許 瀞 天主教耕莘醫院 牧靈部 關懷師 

076 劉淑娟 天主教耕莘醫院 牧靈部 關懷師 

077 陳月梅 天主教湖口仁慈醫院 院牧部 關懷員 

078 黃桂珠 天主教湖口仁慈醫院 院牧部 關懷員 

079 楊興民 天主教湖口仁慈醫院 院牧部 組長 

080 周天給 天給婦產科 婦產科 院長 

081 鄭守箴 天給婦產科 婦產科 藥師 

082 汪義正 日本     

083 鄭光照 日廣公司   總經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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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84 汪義正 古代中日關係史研究     

085 王 洛 臺大醫院 護理部 護理長 

086 張麗滿 臺大醫院 臨床心理中心 臨床心理師

087 林麗娟 台中諮商輔導中心   諮商輔導員

088 許 苗 臺北市中山區健康服務中心 秘書室 秘書 

089 林美珠 臺北市文山區健康服務中心 主任室 主任 

090 洪淑惠 臺北市國稅局 營業稅股 股長 

091 張美鳳 臺北市國稅局 營業稅股 稅務員 

092 胡穎涂 台北市教師會        

093 徐月芳 台北海洋技術學院 通識教育中心 副教授 

094 歐淑惠 台北海洋技術學院 通識教育中心 講師 

095 江淑瓊 台北榮民總醫院 資訊室 設計師 

096 阮怡菱 台北榮民總醫院 圖書館 研究助理 

097 明金蓮 台北榮民總醫院 護理部 護理督導長

098 林淑珊 台北榮民總醫院 護理部 護理長 

099 林曉慧 台北榮民總醫院 
急診部契約醫務管

理組 
組員 

100 林瓊珠 台北榮民總醫院 護理部 A181 病房 護理長 

101 張文玲 台北榮民總醫院 圖書館 組員 

102 張秀蘭 台北榮民總醫院   藥師 

103 張琬媜 台北榮民總醫院 教研部 研究助理 

104 張寶貴 台北榮民總醫院 醫企部 專員 

105 郭皖靖 台北榮民總醫院 會計室 組長 

106 陳明玲 台北榮民總醫院 CTC 護理師 

107 程敏華 台北榮民總醫院 護理部 護理長 

108 黃憶如 台北榮民總醫院 護理部 護理師 

109 楊明洲 台北榮民總醫院 藥劑部 藥師 

110 廖秋月 台北榮民總醫院 護理部 護理督導長

111 盧璧珍 台北榮民總醫院 護理部 護理長 

112 蕭靖如 台北榮民總醫院 
李建賢副院長辦公

室 
秘書 

113 顏秀芳 台北榮民總醫院 護理部 護理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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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4 李寶桂 台北榮總醫院 護理部 病室助理 

115 盛祖芬 台北榮總醫院   行政人員 

116 徐仙如 臺北縣政府 文化局 科員 

117 馮裕婷 台北縣碧華國小 教學部 教師 

118 涂華娟 台南縣立北門國中 輔導室資料組 組長 

119 林秀卿 台唐有限公司 財務部 副總 

120 吳玉祥 台灣土地銀行 蘆洲分行 襄理 

121 黎瓊雯 台灣大哥大股份有限公司     

122 李曉儒 台灣公共廣播電視集團 新聞平台採編中心 文字記者 

123 葉麗琴 台灣公共衛生促進協會   秘書長 

124 John 台灣天主教安老院     

125 SR-Moneca 台灣天主教安老院   院長 

126 顧志汀 台灣天主教安老院   修女 

127 蔡豐名 台灣高階管理全球經貿協會   理事長 

128 徐熙妙 台灣經濟研究院 研究一所 助理研究員

129 林裕善 弘光科技大學 生物科技系 學生 

130 陳泓志 弘光科技大學 生物科技系 助理教授 

131 楊雅婷 弘光科技大學 生物科技系 研究生 

132 鄭永祥 永合診所   醫師 

133 蕭文芍 永和市衛生所 護理部 護理佐理員

134 陳明涵 永峰企管公司   董事 

135 謝永濂 永峰企管公司     

136 呂聰明 交通部 總務司 技工 

137 吳萬順 合作金庫資產管理(股)公司   董事長 

138 楊文振 考試院   簡任編纂 

139 許敏溶 自由時報 文科交通新聞組 採訪記者 

140 丁莉娟 佑信興業 CO.   負責人 

141 蔡孟芳 呂子賢小兒科診所   藥師 

142 潘蒙麗 宏恩醫院 護理部 主任 

143 蘇燦煮 亞東技術學院 護理系 副教授 

144 歐大宙 亞碩電腦 業務部 特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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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5 卓欣怡 宗瀚法律事務所   法務助理 

146 楊淑洪 明新科技大學 通識部 副教授 

147 莫藜藜 東吳大學 社工系 教授 

148 陳仲妮 東吳大學 法律學系 學生 

149 高伯吟 東南科技大學   講師 

150 陳應琮  東南科技大學 董事會 董事 

151 葉秋香 林口長庚醫院 婦產部 研究助理 

152 王惠玲 松山健康服務中心   志工 

153 姚火力 欣隆瓦斯公司 工務 經理 

154 丁慶芳 法國在台協會 學術合作暨文化組 科學副專員

155 王文儀 法鼓山     

156 林珊玉 法鼓山 法鼓大學籌備處 秘書 

157 施靜吟 法鼓山     

158 徐金蓮 法鼓山     

159 徐素秋 法鼓山     

160 張麗君 法鼓山 人文社會基金會 企畫 

161 陳淑乃 法鼓山     

162 曾正智 法鼓山     

163 黃艾倫 法鼓山 人文社會基金會 執行秘書 

164 黃春生 法鼓山     

165 黃麗美 法鼓山     

166 葉麗雲 法鼓山   專職 

167 謝傳倫 法鼓山     

168 釋果本 法鼓山   創辦人秘書

169 釋常雲 法鼓山   
創 辦 人 隨 行

紀錄 

170 龔黎芬 法鼓山     

171 張哲瑋 法鼓山 人文社會基金會   

172 張麗君 法鼓山 人文社會基金會   

173 黃艾倫 法鼓山 人文社會基金會   

174 呂幼如 法鼓佛教研修學院 研究發展組 組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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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5 李宗霖 空軍作戰指揮部 通訊電子資訊處 
上 尉 程 式 設

計官 

176 吳聯樹 建國科技大學 機械工程系 教授 

177 高濤 政大外交系第十九屆     

178 吳昭慧 政大實幼   實習老師 

179 林月嬌 美商賀寶芙股份有限公司     

180 曾如芳 美國天主教大學   學生 

181 陳文彥 首藝國際集團   總裁 

182 翁愛君 峰源製漆股份有限公司   主辦會計 

183 宋寶燕 桃園縣私立育達高級中學 教務處 教師 

184 徐宇宏 桃園縣私立育達高級中學   學生 

185 周君正 財政部 賦稅署稽核組 稽核員 

186 趙德隆 財政部 國庫署 副組長 

187 宋維村 財團法人天主教若瑟醫院 院長室 院長 

188 伍曉珮 馬偕醫院 護理部 護理師 

189 姚文騰 馬偕醫院 外科部 醫師 

190 賴倩瑜 高雄醫學大學 護理學系 助理教授 

191 葉惠芬 國史館 修纂處 協修 

192 嚴白影 國立中正文化中心 推廣服務部   

193 于迺文 國立中興大學 研究發展處 專員 

194 楊麗螢 國立中興大學 研究發展處 行政人員 

195 洪士茗 國立成功大學 法律學研究所 學生 

196 徐明廷 國立花蓮高級商業職業學校 校長室 校長 

197 王心彤 國立政治大學 公企中心 助理 

198 司逸陸 國立政治大學 公企中心 助理 

199 守般若 國立政治大學 
外國語文學院外文

中心 
講師 

200 朱怡康 國立政治大學 宗教研究所博士班 學生 

201 江弘基 國立政治大學 EMBA 學生 

202 余岳庭 國立政治大學 企業管理學系 學生 

203 吳沛倫 國立政治大學 公企中心 助理 

204 吳佩璵 國立政治大學 教育學系 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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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5 巫宜蓁 國立政治大學 公企中心 助理 

206 李子圓 國立政治大學 宗教研究所 學生 

207 李宏華 國立政治大學 宗教研究所   

208 李秀梅 國立政治大學 社會科學資料中心 組長 

209 李俊毅 國立政治大學 公企中心 助理 

210 李瑋珊 國立政治大學 應用數學系 學生 

211 沈三乃 國立政治大學 統計學系 退休教師 

212 沈秀英 國立政治大學 公企中心 助教 

213 周秀安 國立政治大學 公企中心 助教 

214 周欣曄 國立政治大學 哲學系 學生 

215 周珮綺 國立政治大學 創新與創造力中心 研究助理 

216 林良楓 國立政治大學 公企中心 秘書 

217 林佳蓉 國立政治大學   學生 

218 林珮華 國立政治大學   學生 

219 林煥德 國立政治大學   學生 

220 林維明 國立政治大學 宗教研究所 研究生 

221 柳佩青 國立政治大學   學生 

222 翁維霙 國立政治大學 土耳其語文學系 學生 

223 高亞筠 國立政治大學 哲學系 研究生 

224 高貴敏 國立政治大學 勞工研究所 學生 

225 康子薇 國立政治大學 法律學系 學生 

226 張乃娟 國立政治大學   學生 

227 張 清 國立政治大學 
公共行政學系碩士

班 
學生 

228 張慧瑞 國立政治大學 民族學系 副教授 

229 張曉玲 國立政治大學   學生 

230 梁滿潮 國立政治大學 國際貿易學系 退休教師 

231 郭展瑋 國立政治大學 國家發展研究所 學生 

232 郭凱文 國立政治大學 中國文學系 研究生 

233 郭榮輝 國立政治大學 經濟學系 研究生 

234 陳 昕 國立政治大學   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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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5 陳玉蓉 國立政治大學 宗教研究所 學生 

236 陳雪萍 國立政治大學 宗教研究所 學生 

237 陳筑湄 國立政治大學 公企中心 助理 

238 陳逸如 國立政治大學   研究生 

239 隋杜卿 國立政治大學 
中山人文社會科學

研究所 
副教授 

240 黃怡萍 國立政治大學   學生 

241 楊惠茹 國立政治大學   學生 

242 葉家伶 國立政治大學 公企中心 助理 

243 趙竹成 國立政治大學 公企中心 組長 

244 劉育成 國立政治大學 社會學系 博士生 

245 歐陽佑宗 國立政治大學 公企中心 助理 

246 蔡連康 國立政治大學 教務處 教務長 

247 盧芬絹 國立政治大學 公企中心 助教 

248 謝佳瀅 國立政治大學 哲學系 學生 

249 謝淑芳 國立政治大學   學生 

250 羅梵文 國立政治大學   學生 

251 蘇富芝 國立政治大學 哲學系博士班 學生 

252 羅家靜 國立政治大學校友會   副總幹事 

253 武玉琴 國立馬祖高中 人事室 主任 

254 方肇頤 國立清華大學 人文社會學系 學生 

255 魯 楠 國立清華大學     

256 俞徳承 國立陽明大學 公共衛生研究所 學生 

257 吳耀庭 國立台北科技大學   副教授 

258 林自奮 國立台東大學 通識教育中心 主任 

259 黃惠信 
國立台東大學附屬體育高級

中學 
校長室 校長 

260 陳知遠 國立台灣大學   組員 

261 蕭惟元 國立台灣大學 法律研究所公法組 學生 

262 張金源 國立台灣科技大學 在職專班 研究生 

263 李幸玲 國立台灣師範大學 國文系 副教授 

264 王長河 國防大學 軍事學院 教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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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5 田金麗 國防大學 管理學院 教師 

266 劉文雄 國防部軍醫局 藥政管理處 處長 

267 谷大為 國防醫學院 醫學系 學生 

268 莊聰元 國泰綜合醫院 麻醉科 主治醫師 

269 黃于真 基隆市七堵區公所 民政課 里幹事 

270 葉景秋 基隆市中正區公所 兵役課 課長 

271 蔡宸康 崑山科技大學 通識教育中心 副教授 

272 朱紹俊 康寧醫護暨管理專科學校 通識教育中心 副教授 

273 施正權 淡江大學 
國際事務與戰略研

究所 
副教授 

274 郭秋慶 淡江大學 歐洲研究所 教授 

275 李燕惠 景文科技大學 通識教育中心 講師 

276 郭美玲 景文科技大學 通識教育中心 講師 

277 李兆民 景美女子高級中學   退休教師 

278 陳國鈞 景美女子高級中學   退休教師 

279 華文衡 智庫文化   董事長 

280 王琇嫚 陽明醫院 MCCU 護理師 

281 翁芳怡 雲林縣立麥寮高中   教師 

282 林瑞明 雲林縣崙背鄉崙背國小 校長室 校長 

283 詹子誼 慈雲雜誌社   助編 

284 熊乃歡 慈濟技術學院 護理系 講師 

285 洪政武 新永和醫院 外科部 院長 

286 羅典妮 新光醫院 神經外科 護士 

287 傅舒心 新圓山診所   護士 

288 陳錦陽 新聞局 一等新聞秘書 退休公務員

289 張月娟 經濟部 投資業務處 組員 

290 張慧娟 經濟部 投資業務處 研究員 

291 呂子仁 聖約翰科技大學   教授 

292 林依本 聖家堂     

293 張惠敏 聖家堂     

294 黃國俊 資策會   專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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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5 蔡佳珍 嘉義市天主教輔仁中學 生命教育中心 代理教師 

296 陳智華  榮英貿易 CO.   總經理 

297 毛淑玲 瑪莉亞蒙特梭利托兒所   所長 

298 邱佳慧 瑪莉亞蒙特梭利托兒所   老師 

299 陳淑琴 瑪莉亞蒙特梭利托兒所   老師 

300 林雲金 碩峰科技有限公司   行政助理 

301 黃慧婷 台大醫院   護理人員 

302 李正傑 台大醫院 藥劑部 契約藥師 

303 張 瑛 台大醫院 護理部 副主任 

304 陳春枝 台大醫院 護理部 護理督導長

305 陳晴晏 台大醫院   護士 

306 鄧伊茜 台大醫院 神經部 護理師 

307 蘇玲華 台大醫院雲林分院 護理部 主任 

308 李琇玉 台北市立聯合醫院 醫事室 約用事務員

309 林怡信 台北市立聯合醫院 醫事室 約用事務員

310 趙麗錦 台北市立聯合醫院 醫事室 約用事務員

311 陳志賢 台北市立聯合醫院中興院區 急診科 主治醫師 

312 余佩燁 台北市立聯合醫院仁愛院區 麻醉科 主治醫生 

313 林春娥 台北市立聯合醫院仁愛院區 護理部 病房助理 

314 莊 錦 台北市立聯合醫院仁愛院區 護理部 病房助理 

315 莊王碧英 台北市立聯合醫院仁愛院區 護理部 病房助理 

316 陳金妹 台北市立聯合醫院仁愛院區 護理部 病房助理 

317 劉美琪 台北市立聯合醫院仁愛院區 護理部 病房助理 

318 賴秋菊 台北市立聯合醫院仁愛院區 護理部 病房助理 

319 羅麗雪 台北市立聯合醫院仁愛院區 護理部 病房助理 

320 楊淑雲 台北市立聯合醫院和平院區 婦產科 技士 

321 朱寶惠 台北市立聯合醫院松德院區   護理師 

322 鍾艷香 台北市立聯合醫院陽明院區 SICU 護士 

323 呂慧珍 台北市松山區健康服務中心 主任室 主任 

324 呂瑞松 臺北市政府   退休公務員

325 詹佳音 臺北市政府 市場處 職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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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6 高惠美 臺北市政府衛生局 醫護處 研究助理 

327 郭豫姍 臺北市政府衛生局 企劃處 志工 

328 洪淑惠 臺北市國稅局 營業稅股 股長 

329 楊王輝 臺北市萬華區公所 人事室 辦事員 

330 梁愛雪 臺北市衛生局 醫護管理處 臨時人員 

331 吳翠卿 臺北縣政府 教育局 科員 

332 孟惠敏 臺北縣政府衛生局 衛生企劃科 技士 

333 李欣伶 台北縣樹林高中   教師 

334 張志豐 台北醫學大學附設醫院 社工室 主任 

335 蔡孝宏 台東縣海端鄉公所 社會課 辦事員 

336 尤大剛 台灣銀行   退休職員 

337 司馬忠 輔仁大學 全人教育課程中心 助理教授 

338 習賢德 輔仁大學 新聞傳播學系 副教授 

339 葉佳艷 輔仁大學 神學院 教師 

340 張萱芬 銀行局   副研究員 

341 林妙影 銘傳大學 研發處 組長 

342 烏秀萍 劉鈞男律師事務所   助理 

343 劉鈞男 劉鈞男律師事務所   律師 

344 陳美雲 德國 Chemnitz 大學 教育跨英語教育 博士候選人 

345 蕭慧瑛 曉明文教基金會   研究員 

346 林政誠 龍瑋文史社   主任 

347 陳達弘 環宇出版社   負責人 

348 何定照 聯合報 生活新聞中心 記者 

349 沈君帆 蘋果日報 攝影中心 攝影記者 

350 
Roy 

Anderson 
      

351 王淑英       

352 白自有     退休公務員

353 吳木麟     退休職員 

354 吳宏章     退休職員 

355 吳駿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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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6 李子純     學生 

357 李存龍       

358 李明珠       

359 李悅治     退休公務員

360 李榮文       

361 杜貴美       

362 沙美林     退休公務員

363 林茂雄       

364 林娟蒂       

365 林悉祺       

366 姚培甫     退休公務員

367 胡省珮       

368 翁明玉       

369 馬中興       

370 張秀圓       

371 曹常強       

372 梁玲玉       

373 許雅婷       

374 郭玉英       

375 郭孟訓       

376 郭逸青       

377 陳和娟       

378 陳甜寬       

379 陳瑞意       

380 陳嘉敏       

381 陳緩荷     文字工作者

382 陽肇昌       

383 黃可人       

384 黃可文       

385 黃海華     退休教師 

386 楊杏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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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7 董玉芬       

388 劉穎如       

389 潘維宇       

390 賴彩芷     退休教師 

391 謝美莎    

392 顏淑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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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辦單位簡介 

國立政治大學 

簡史 
本校自民國 16 年創校迄今歷經 80 年，其間雖經改制、遷校，但始終秉持和

諧、自主、均衡、卓越之創校宗旨，不斷精進教學及學術研究，以期配合國家建

設、社會發展的需要，培育優秀人才。 
本校目前擁有 9 個學院，分別為文、法、商、理、外語、社科、傳播、國際

事務及教育學院，33 個學系、1 個學位學程及 48 個研究所（碩士班），其中 32 個

研究所設有博士班。另為配合建立回流教育體系政策，已開設 16 個在職專修碩士

班。 
本校另設有公共行政及企業管理教育、社會科學資料、電子計算機、國際教

育交流、附設公務人員教育、教學發展、國際關係研究、選舉研究、第三部門研

究、創新與創造力研究、中國大陸研究、台灣研究、科技與人文價值研究、心智

大腦與學習研究、原住民族研究等中心。除此之外，並有附屬高級中學、附設實

驗國民小學及幼稚園，本校現擁有自幼稚園、小學、中學以迄大學、碩、博士班

的一貫完整學制。 
 

位置 
  本校位於台北市南區指南山麓下，西濱景美溪，風景秀麗，環境幽美。除木

柵校區之外，尚有位於金華街之公共行政暨企業管理教育中心以及位於萬壽街之

國際關係研究中心校區。 
本校木柵校區至文山區各景點皆非常方便，鄰近的景點包括：指南宮、貓空

茶園、茶葉博物館及台北市立動物園等地。 
 
願景 
  本校將傳承人文社會科學的優良傳統，發揚追求宇宙真善美之大學精神，培

養具備「人文關懷、專業創新、國際視野」之新世紀領導人；擁有豐實的文、理、

社會科學基礎學門，同時保有法、商、傳播、公共事務、國際事務、外語、教育、

數位科技等專業智能，進一步強化人文、科技與社會的對話能力，涵養公民智慧

與素養。 
本校將以美國哈佛大學為標竿，契合時代脈動、引領教育創新、開拓知識社

會，成為本國、亞洲、世界一流的人文學術殿堂，在教學、研究、服務、校園、

國際化等各方面，展現本校獨一無二的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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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力資源 
  本校每年均聘請國內外學者專家，擔任各項課程教學與研究，目前有專任教

師 600 餘人，研究員 40 餘人，兼任教師 300 餘人，高學歷教師年年增加，師資陣

容日益壯大。 
目前本校學生 15,000 餘人，其中博士生 900 餘人，碩士生 5,000 餘人，學士

生 9,000 餘人。 
 
圖書資源 
  本校典藏各類型資料，除有圖書、期刊、微縮、視聽等資料約 270 多萬冊（種）

外，還有數百種電子資料庫及近 14,000 種電子期刊，館藏量在台灣地區大學圖書

館數一數二，特別在人文、社會科學的館藏內容上更是全國知名。 
 
自主與創造的教學 
  培育人才是大學的重要責任，本校的教學內容以老師與學生為主體，教學成

果以服務社會為依歸，把握博雅傳承、專業實踐與理論探究之精神，區隔大學部、

碩士班與博士班課程之不同定位，服膺大學孕育普遍知識的永恆精神。  
 
自由與卓越的研究 
  為彰顯自主特色，在人文社會科學的研究中，本校將秉持「研究能力國際級、

研究議題在地化」之原則，嘗試學術研究與社會議題有效結合，強化專業社群對

話，推動學術在地化，融入社區與生活，以台灣經驗與國際進行交流。 
 
健康與品味的開放校園 
  為呈現出開放的校園意象，本校將營造校園多元文化氛圍，形塑自在、品味、

關懷、活力的校園生活。在空間發展與社區學習方面，以融合與服務為原則，融

入社區並有效導入資源，與地區發展結合，打造文山人文生活圈。 
 
多元與尊重的國際連結 
  國際視野與經驗是現今社會不可或缺之能力，本校設有教育部支持成立的外

文中心，外語學院開設完整的外國語言學程，教學能力堅強。未來將善用此一寶

貴資產，鼓勵全校師生，在關懷社區的基礎下，形塑國際化的校園氛圍，並追求

國際社會的參與。 
本校已與亞、美、歐、非、澳等 5 大洲 100 多所知名大學簽訂學術合作協議，

每學年派遣 100 餘名學生赴姊妹校交換就讀；另開辦華語訓練班教授華語，每學

年約有 200 餘人次參加此項訓練。目前本校外籍學生比例為全國之冠，含學習華

語的學生共計 500 餘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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協辦單位簡介 

國立政治大學科技與人文價值研究中心 

本中心成立於民國 95 年 6 月，當時的名稱是「國立政治大學科技與人文價值

研究中心」（簡稱「科文中心」），其設立宗旨在於針對個人自主、基本人權、

社會正義、民主法治等民主多元社會的基本價值，進行具有跨校、跨國與跨學科

特色的基礎研究，並在台灣特定的社會脈絡下，進一步探討可用來規範當代重要

科技政策與科學研究的管制架構，以因應當代科技的急遽發展可能或已經衍生的

倫理、法律與社會議題。 

由於本中心的研究方向具有深厚的整合潛力，因此，為了讓校內同仁有機會

就更多需要跨學科合作才能有效切入、並且攸關人類社會未來發展之前瞻性議

題，培養人文研究的創新能量與國際競爭力，並建立人文和其他學科之間的校際

與國際交流合作網絡，本中心乃於民國 97 年 1 月經校務會議決議通過，改組為「國

立政治大學人文中心」（簡稱人文中心），並在教育部與國科會的支持與補助下，

進行轉型的工作。 

目前，本中心擬以「公共倫理與民主」（Public Ethics and Democracy）為未來

長期發展的研究主軸（詳 1.3）。在此一研究主軸下，我們需要對於民主社會的基

本公共道德價值（例如個人或不同社會團體、社群的道德權利、法律權利及其保

障，「社會正義」、「世代間的正義」及其維護，「社會責任」的基礎及其在各

種與「個人權利」衝突的情況下可被賦予的合理比重）進行概念上的分析，以及

規範性的反省與論述。在此一視野下，本中心未來將積極擴大「參與面」，一方

面讓社會、政治、法律等方面的學者在「人文中心」的研究主軸中扮演核心的角

色；另一方面，中心也將提供一個良好的研究環境，讓學者們能針對攸關人類社

會未來發展的重大學術議題，進行深度的腦力激盪與相互啟發，以達成具創新性

的成果。 

在此基礎下，政大人文中心乃是一個具有特色的校級研究單位，其主要任務

在於：(1)形成實力堅強的團隊，追求卓越研究，並謀求實質的學術成果；(2)全力

投入主題明確的跨學科研究計畫，且在執行這些計畫的研究團隊中，人文學科可

望提出不可或缺的重要貢獻；(3)營造國際化的研究環境與基礎設施；以及(4)培育

人才，建立國際網絡，進而提供國內研究團隊持久運作的有利條件。為實現這些

目標，本中心在成立一年多之後，已有初步成果，並擬在未來四至六年期間專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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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充分運用迄今累積的研究能量和國際化契機，以 Bioethics and Emerging Medical 
Technologies 為主題，為本中心未來長期發展樹立成功的運作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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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政治大學法學院 

法學院於 1946 年至 1993 年間係由政治、外交、經濟、社會、財稅、法律等

十餘系所組成。1993 年起，經教育部核定，由法律系所自成一院，以肯定法律迥

於社會科學之學術研究地位，此亦為當時國立大學之首創。 

改制後，有鑑於德、日、美等國之法學教育與學術活動均呈現高度專業分工

之趨勢，乃於 1995 年成立公法學、民法學、刑法學、財經法學、勞動法與社會法

學及基礎法學等六個研究中心，並確立以一系多所、多研究中心之發展方向，配

合法律學系碩士班茲分六組招考。因此，法學院目前之組織架構為一系（法律系）、

二所（法律研究所碩、博士班與法律科際整合研究所碩士班）暨一專班（法學院

碩士在職專班）。師資架構方面，專任教師 35 名、兼任教師 29 名；行政人員 7
名，多數教師均具法學博士學位。招生方面，目前大學部學生 626 名、碩士班學

生 408 名、博士班學生 35 名。 

近來又因兩岸學術研究交流頻繁，亦於 2003 年成立大陸法制研究中心，與大

陸學術單位交流兩岸法學圖書，並設有大陸法制圖書室。2000 年進駐綜合大樓新

設院館後，本院為提供教師學生良好學術環境，在硬體設備方面，設有研究中心、

研討室、系圖書館、電腦室等空間，並採購多媒體教學器材以供教學研究使用；

在軟體方面，除增購國內外法學資料庫、圖書期刊外，更積極延攬各方學成歸國

之新進學者加入教學研究團隊、敦聘國外學者進行短期學術講座，以結合現有之

豐沛資源，成為國內法學研究重鎮。 

本院所發行之『政大法學評論』已連續多年榮登行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之「台

灣社會科學引文索引資料庫」（TSSCI）正式名單；而本院所設之『法律服務社』

亦積極推動法律扶助及響應法治教育活動。因此，本院堪稱台灣頂尖法學教育人

才之養成重鎮、推動法治社會之重要推手。 

在教學研究與國際學術交流上，我們藉由課程改革，拓展多元的學習選擇空

間，並與法律實務相關之民間團體合作，設立服務性課程，培養法律實務之觀察

能力與社會關懷，同時我們也將陸續與國際知名學術單位，締結學術交流協定，

並進行交換學生等學術交流活動，培養具宏觀視野之法律專業人才。 

本院為順應終身學習之世界潮流，提供在職人士深造之機會，於 2003 年設置

「法律碩士在職進修專班」，後經核定溯及更名為「法學院碩士在職專班」。目

前本班甲、乙組分別招收法律系及非法律系畢業之在職人士，囊括政、法、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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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等各界的菁英。在人才培育過程，除了繼續維持堅強的法律基礎科目教學外，

也規劃演講課程、與外國相關學程建立合作關係，使學生能接觸科際整合的法律

實務面向。 

同時，為培養具備科際整合能力之法律人才，以因應社會變遷之多元化，本

院於 2004 年創設法律科際整合研究所，招收非法律科系畢業之學生，著重於法律

專業與特殊專業領域之結合。在課程規劃上，開設「醫療與法律」、「企業與法

律」、「工程與法律」、「性別與法律」與「人文社會科學與法律」等學程，使

學生能熟稔法律規範與法學理論，希望培養台灣法律科際整合人才，使法治觀念

能積極深入社會各個層面，並拓展台灣法學的觸角與視野。 

法學教育的持續改革、課程內容的創新（法律文件寫作課程、理論與實務教

學課程、法律科際整合課程）、教學方法的多元化（案例教學法、對話式教學、

數位式教學）、國際化的教學與研究、兩岸學術研習以及三聯學位學程學術交流

合作計畫均為本院未來之發展重點。政大法學院有優良的傳統，有美好的願景，

有一流的師資、學生與設備。讓我們共同攜手向前行，共創美好的未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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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政治大學文學院 

一、本院沿革： 

學年度 成立系所（院） 備註 
43 教育研究所碩士班  
44 教育系  

45 中國文學系、西洋語文學系、東方語文學系 
西洋語文學系 80 學

年更名英國語文學

系 

46 東語系阿語組 
阿語組 67 學年改設

阿拉伯語文學系 

47 
文學院（下轄教育系、教育研究所碩士班、中國文學

系、西洋語文學系、東方語文學系、東語系阿語組）
 

50 
（新聞系、新聞研究所碩士班，五十學年由法學院改

隸本院） 
 

53 中國文學研究所碩士班  
56 歷史學系  
58 中國文學研究所博士班、哲學系  

59 
數學系； 
文學院改稱文理學院 

數學系 63 學年更名

應用數學系 
60 心理系  
65 歷史研究所碩士班  
66 教育研究所博士班  
71 心理研究所碩士班  
72 新聞研究所博士班  
75 西洋語文研究所碩士班  
76 歷史研究所博士班、廣告系、應用數學研究所碩士班  

77 

廣播電視學系（此時文理學院共有教育系、中國文學

系、西洋語文學系、東方語文學系、阿拉伯語文學系、

新聞系、歷史學系、哲學系、應用數學系、心理系、

廣告系、廣播電視學系等十二個學系及教育研究所、

新聞研究所、中國文學研究所、歷史研究所、心理研

究所、西洋語文研究所、應用數學研究所等七個研究

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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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年度 成立系所（院） 備註 

78 
（新聞系所、廣告系、廣播電視學系改隸傳播學院）

（西洋語文系所、東方語文學系、阿拉伯語文學系改

隸外國語文學院） 
 

79 哲學研究所碩士班  
81 應用數學研究所博士班  
82 資訊科學系  

83 
文理學院改稱文學院 
（應用數學系所、心理學系所及資訊科學系改隸理學

院） 
 

84 

依本校組織規程，將名稱相同之研究所併入學系，故

文學院包括：中國文學系（含碩、博士班），教育系

（含碩、博士班），歷史系（含碩、博士班），哲學

系（含碩士班） 

 

85 圖書資訊學研究所（碩士班） 

圖書資訊學研究所

於 92 學年更名圖書

資訊與檔案學研究

所 

88 
哲學系博士班 
中等學校教師在職進修國文教學碩士學位班 

 
96 學年更名為國文

教學碩士在職專班

89 
宗教研究所（碩士班），  
幼兒教育研究所（碩士班） 

 

91 
（教育系、幼兒教育研究所、教育學程中心、教師研

習中心改隸教育學院） 
 

92 
「圖書資訊學研究所」更名為「圖書資訊與檔案學研

究所」 
 

93 台灣史研究所（碩士班）  
94 台灣文學研究所（碩士班）  

96 
宗教研究所博士班、台灣史研究所博士班 
96 學年第 2 學期成立華語文教學中心（原隸屬國際教

育交流中心教育服務諮詢組---華語班） 
 

97 
台灣文學研究所博士班 
華語文教學博/碩士學位學程 

 

※ 本院於 84 學年、86 學年、92 學年、94 學年及 95 學年分別設立教師研究組織

──宗教研究中心、現象學研究中心、中國近代史研究中心、身體與文明研究

中心、東亞文學研究中心及文學院人權史研究中心等 6 個研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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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設院宗旨： 

本院以提升人文之教學與研究為致力之目標，並肩負本校有關文史以及人文

通識教育課程之教學。為提升教學品質，增進研究效果，本院經常舉辦各種學術

活動。此外並鼓勵本院學生選讀本校各學系為輔系或雙主修，以期學生既有豐富

的人文素養，又有專精的智能。 

三、本院特色： 

（一） 中文、歷史、哲學三學系創系悠久，皆設有學士班、碩士班、博士班。師

資陣容堅強，圖書設備充實，已培養出許多優秀人才。 

（二） 圖書資訊與檔案學、宗教二研究所係因應社會需求，於 85 及 89 學年分別

成立。圖書資訊與檔案學研究所分設有圖書資訊學及檔案學組；宗教研究

所乃公立大學中首創之宗教所。 

（三） 台灣史研究所與台灣文學研究所之成立，構成本院在人文研究本土化方面

新的研究區塊，未來將積極朝向台灣文史研究重鎮邁進。   

（四） 本院各系所分別設置於百年樓、季陶樓兩樓，環境幽雅，富人文氣息，為

讀書研究之優良場所。 

（五） 本院開設全校學生共同選修之人文榮譽學程，對提昇本校人文素養卓具成

效，將視實際需要增設各類學程。 

（六） 本院各系所學生修習教育學程人數眾多，每年參加教師甄試獲錄取之比率

高達七成以上。 

四、未來發展方向： 

本校現共有九學院，其中傳播、外語、理學、教育四院皆由本院獨立而出，

亦即本校達半數以上之學院皆由本院孕育而成，由此可見本院在本校發展史上的

重要地位。其未來發展方向為： 

（一） 因應時代需求，視客觀環境之容許，增設人文領域相關系所。 

（二） 加強各系所之互動，設置各種學程，以擴展學生視野，作科際之間的整合。 

（三） 繼續加強師資陣容，充實圖書設備，擴展研究空間。尤其是為配合資訊時

代之來臨，在設備方面，朝此方向努力。 

（四） 積極推展國際學術交流，邀訪國際知名學者來院訪問、講學或參與研討會，

並鼓勵本院教師出國訪問研究，以加強國際學術聯繫，使本院之人文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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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國際學界接軌。此外，適度增加本院外籍生，以增加本院學生多元文化

互動與欣賞之機會。 

（五） 將各系所集中設置於百年、季陶兩樓，於周邊遍植草木，增廣綠地，使環

境更為幽靜而饒富人文氣息。 

（六） 增設專業研究室、師生研討室、師生交誼廳、餐廳等，以配合研究需求，

促進師生互動，改善生活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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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政治大學宗教研究所 

一、成立沿革 

本校歷來以人文與社會科學的學術研究為主，其中隸屬這些院系的教師，許

多人多年來即從事宗教理論與實際的研究。隨著學術風氣的開放、學科整合的需

求、以及國內各類宗教團體快速勃興的激盪，這群志趣相同的教師結合校外學者，

先於 85 年 3 月成立「宗教研究中心」，試圖從哲學、史學、文學、社會學、人類

學等角度，進行跨科際宗教研究。 

「宗教研究中心」的各項活動，成效顯著，頗獲學界肯定，也引起其他教授

與年輕學子對此學域的興趣。有鑒於國內宗教學術水平亟待提升，複雜的宗教現

象需要詮釋釐清，更重要者，則為積極培育年輕的宗教學術人才，文學院遂於民

國 87 年向教育部提出申請成立「宗教研究所碩士班」。88 年教育部核准設立，文

學院隨即積極著手規劃，於民國 89 年正式招生，成為國內第一所國立大學的「宗

教研究所」。 

本所於 89 學年度正式奉准成立碩士班以來，積極發展宗教學術教育。為顧及

未來宗教學術發展之需，以培養高級的宗教研究人才，在跨學科與跨宗教傳統的

訓練之下，使宗教研究成為具有深度的專業學門，實有必要成立博士班課程，故

本所於 94 年向教育部提出申請成立「宗教研究所博士班」，96 年教育部核准設立，

本所隨即著手準備，於 96 學年度正式招收宗教研究所博士班第一屆學生。 

二、成立宗旨 

本校有完整的人文與社會科學系所，以及許多與宗教學科相關的優秀教授與

研究人員，是本所規劃教學與發展研究的重要基礎。本「宗教研究所」以從事宗

教學術研究，培養宗教研究人才為宗旨，教學與研究發展目標秉持：第一、以廣

義的綜合宗教研究為範圍，不偏向任何的單一宗教傳統。第二、以多元與科際整

合進路為學術方向，不囿於特定學派、理論或方法。第三、宗教理論與實際兼具，

著重國內、外宗教現象的觀察、分析與詮釋。 

三、課程規劃 

本所定位宗教研究為跨科際整合學科，招生資格不限宗教學系畢業生。本所

自創所至 95 學年度期間，碩士班一年級必修課程（共 10 學分）中，「世界宗教：

歷史與主題」與「中國宗教：歷史與主題」兩門以主題式方式介紹各大宗教傳統，

使非宗教學系新生對宗教史有深度的掌握，對宗教主題的建構亦有相當的理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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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方法與實習指導（一）」則導引學生熟悉各種不同的研究方法，達到理解

什麼是「宗教」以及把握宗教研究之重要途徑。另二年級必修課「研究方法與實

習指導（二）」，則引導學生如何運用過去所學，選擇有意義的題目，結合適當

的理論與方法，開始為碩士論文做積極的準備。 

本所選修科目為一、二年級共修（共 21 學分），課程學分設計配合教師鐘點

數為三學分制。選修範圍及課程安排如下： 

學群名稱 課    程 

宗教傳統學群 
猶太教專題、基督教專題、伊斯蘭教傳統、比較民間宗教專題、台灣民

間宗教專題、道教與文化專題、印度教專題、大乘佛教專題、梵文（一）

（二）、梵文文學選讀（一）（二） 

宗教理論學群 宗教理論研討、宗教社會學、宗教人類學、宗教哲學專題、宗教詮釋學、

政教關係理論、史詩與敘述 

宗教與文化學群 宗教與社會、宗教與醫療、宗教與傳播、歷史與神話專題、佛教與文學

專題、宗教與生態、宗教與性別、宗教與暴力、基督教藝術專題 

 

96 年本所博士班成立，為區隔碩、博士班課程、配合校方降低必修課學分政

策及考量本所師資人數，自該學年度開始，本所碩士班課程架構修改為必修 6 學

分，除「世界宗教：歷史與主題」之外，將「研究方法與實習指導（一）（二）」

合併為「研究方法與實習指導」一學期三學分課程。選修課程劃分為宗教傳統與

宗教理論兩個核心課程，各核心課程須各選一門共計 6 學分課程，其餘 18 學分為

自由選修課程，並承認所外選課 9 學分，修訂畢業學分為 30 學分。宗教傳統學群

課程，接受 95 年度系所自評委員建議，增訂宗教歷史及經典課程。 

博士班學位之設立宗旨以「世界宗教」為重點發展方向，特別加強宗教語言、

經典、宗教史、義理詮釋等的深度人文訓練，課程規劃在原碩士班三大選修學群

之基礎上，進行更專精的宗教學術研究，並以「比較研究」為必要的學術視野。

博士生入學後必須決定研修重點，指明一特定世界宗教傳統為主修(major)，另一

傳統為副修(minor)，並由課程指導教授(program advisor)為其推薦專長指導教授

(specialty advisor)，聯合協助往後的學習歷程。在此階段中，博士生除兩門各三學

分之必修課程「宗教基本問題研討」及「比較宗教方法學」外，須依個別專長，

至少選修四門與其主修相關的課程，兩門與其副修相關的課程，完成 18 學分選修

課程，博士班畢業學分共計 30 學分。課程指導教授可視個別學生的背景，要求其

補修碩士班課程，以強化研究的基礎，此類課程不計在畢業學分內。 

四、師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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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所現有專任師資八人，含校內、外合聘教師四人，其中教授四人、副教授

一人及助理教授三人，皆具博士學位。 

職稱 姓名 最高學歷 專  長 開 課 名 稱 

專任教授兼所

長 蔡彥仁 哈佛大學 
宗教歷史學博士 

比較宗教 
宗教理論 
猶太教傳統 
基督教傳統 

世界宗教：歷史與主題

研究方法與實習指導（

一） 
研究方法與實習指導（

二） 
宗教理論研討 
猶太教專題 
基督教專題 

專任助理教授 黃柏棋 
哈佛大學 
梵文與印度研究博

士 

比較宗教、宗教理論、

梵文與巴利文文學、早

期印度宗教史、印度宗

教與社會 

歷史與神話專題 
史詩與敘述 
宗教與暴力 
印度教專題 
梵文（一）（二） 

專任助理教授 蔡源林 天普大學 
宗教學博士 

宗教對話、宗教與國際

政治、伊斯蘭通論 

宗教與族群融合 
宗教與後殖民理論 
宗教與批判理論 
宗教教育專題研究 
宗教對話專題 

專任助理教授 謝世維 

美國印地安那大學

East Asian 
Languages and 
Cultures 博士 

道教經典與文獻、佛教

道教交涉研究、中國宗

教研究、宗教理論 

六朝道教經典研讀 
佛教道教交涉專題 
佛道教藝術專題研討 

與政治系 
合聘教授 郭承天 美國芝加哥大學 

政治博士 
宗教政治學、基督教研

究 
聖經與政治 
政教關係理論 

與中研院文哲

所合聘教授 李豐楙 國立政治大學博士 道教文學、道教文化 

中國宗教：歷史與主題

道教專題 
道教與文化專題 
道教：歷史與主題 
華人宗教：歷史與主題

與哲學系 
合聘教授 林鎮國 美國天普大學 

宗教研究博士 
佛教哲學、跨文化宗教

哲學、宗教研究 

宗教詮釋學 
佛教現象學 
唯識哲學專題研究 
佛教哲學基本問題研討

中觀哲學專題研究 

與阿拉伯語文

系 
合聘副教授 

林長寬 英國亞伯丁大學伊

斯蘭宗教研究博士

伊斯蘭研究、中東研究

、阿拉伯研究 

伊斯蘭教專題 
伊斯蘭經典語言（一）

古蘭經研究 
伊斯蘭蘇非主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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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符合本所課程架構及特色，滿足學生跨領域多元修課需求，本所除整合校

內相關師資，利用跨系所合開課程方式開課之外，亦獲得院及校教評會支持，每

學期自中央研究院與其他大學，邀請兩至三位兼任教師來所輪流開課。 

五、教學資源及設備 

宗教研究為一科際整合的學域，涵蓋範圍廣大，所需圖書資源自然眾多。本

所除積極採購各類宗教學術專書，也設有專屬圖書室，提供師生研究與學習之用。

另本校中正圖書館目前藏書中，人文、藝術、語言、與社會科學之中、外文書籍，

即占三分之一以上，與宗教相關之期刊，超過 120 種，另外影視教材亦頗豐富，

此皆為宗教研究提供非常優良的學習環境。其他如社會科學資料中心，以及文學

院各系所之專門藏書，亦可流通使用，為重要的學習資源之一。 

由本所管理並自由運用之空間共計 6 處，包含所辦公室、所長室、圖書室、教

授休息室、師生研討室及會議室。其中教授休息室，內置「小廚房」設備，有冰

箱、微波爐、電鍋及咖啡機等小家電，提供師生用餐、休憩、學生討論功課及師

生聯誼之用；師生研討室及圖書室則提供學生自習使用，其中師生研討室內置桌

上型電腦三部及置物櫃三座，供本所研究生使用。 

本所所屬文學院為提供師生多元化教學環境，充實教學設備，設有視聽教室數

間，視聽器材種類眾多，可為院內各系所提供豐富教學資源。另設有電腦教室一

間，計有電腦 28 部，提供師生網際網路研究資料之檢索。 

六、未來展望 

（一） 本所將與國外設有宗教研究系所之知名大學加強聯繫，推動教授與學生之

互訪機會。 

（二） 本所將透過國科會與教育部等單位之資助，延聘海內、外知名之宗教學者，

至本所進行短期講學或任教。 

（三） 本所將積極爭取經濟資源，以充實各項設備，並設立學生獎學金，以利研

究生之安心學習。 

（四） 本所將密切關注國內之宗教發展與變化，在理論研究與實際狀況配合下，

為政府與社會大眾提供必要的宗教學術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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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政治大學傳播學院 

一、本院沿革 
傳播學院成立於民國七十八年，設有新聞、廣告、廣播電視三學系。三系均

設有碩士班，院部設有碩士在職專班（EMA），新聞系有博士班。此外，本院另

設有國際傳播英語碩士學程（英語授課）以及傳播學士學位學程（【榮譽學程】民

國九十六年開始招生）。為國內歷史最悠久之新聞傳播教育學府，也是遠東地區最

知名的傳播教育重鎮，師資陣容堅強，教學與研究設備完善，學生素質優良。 
 
二、本院特色 

本院為國內歷史最悠久之新聞傳播教育學府，也是遠東地區最知名的傳播教

育重鎮。創先實施學程制，課程紮實創新。並設置資訊與媒體整合實驗中心，下

設政大之聲實習廣播電台、影音實驗室、劇場、靜態攝影實驗室、新聞實驗室、

基礎數位實驗室、網路媒體及寫作實驗室、數位圖像與出版實驗室等教學實驗單

位，除統籌規畫管理各項設備資源，並配合本院教學需求，開設教學工作坊，並

實施學生助理制，結合實驗課程，貫徹「理論與實務並重」，並強調「從做中學」

的精神。 
（一）學士班課程規劃 

自 87 學年度起實施學程制，為全國傳播相關院系最先進之學制，各系大

一不設專業課程、學生不分系修習校院共同科目。從大二開始修習所屬系專

業學程，並可搭配本院其他兩系之學程。畢業最低學分數為 128 學分，其中

校共同必修（28-32 學分）、院共同必修（19 學分）、專業學程（18-24 學分）、

自由選修（53-63 學分）。 
各學系專業學程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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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師生概況 

本院師資陣容堅強，現有專任教師 48 位（教授 28 人、副教授 13 人、助

理教授 4 人、講師 3 人），兼任教師 22 人，多畢業於歐美各著名大學。並配

合本校「延攬傑出研究人才」、國科會「補助延攬客座科技人才」、教育部補

助「中國大陸整合計畫延聘中國研究大師」等各項政策及經費補助，積極邀

約國際知名學者來院擔任客座。 

學生方面，本院於 96 學年度新設立「傳播學士學位學程」，每年招收大

學部學生 20 名。本院大學部學生約 850 人，碩士生約 280 人（含碩士在職專

班、國際傳播學程），博士生約 36 人。 

（三）教學目標 

 傳授整合性知識與技能 
 培養 e 世代應有之媒體素養。 
 培育傳播研究與媒介領導人才 
 專業與通識教育並重，訓練通才與專才 
 引導傳播教育與傳播研究 
 鼓勵培養第二專長 

（四）國際交流概況 

本院設有研究暨發展中心，統籌研究相關事宜，並負責辦理本院與國外

大學交換學生事務。另外與香港浸會大學傳理學院、中文大學新聞與傳播學

院、新加坡南洋理工大學資訊與信息學院等建立學術合作關係；預定與大陸

北京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大陸清華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進行學術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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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未來發展 

 籌設數位內容研究所 
 與本校其他學院合作成立跨院系之學程 
 加強國際交流與學術合作，並鼓勵師生在國際學術刊物與研討會上發

表論文 
 延聘國外傑出學者擔任訪問學人與講座，定期舉辦學術研討會 
 籌建新傳播大樓 
 建構資料庫，整合國內外傳播研究相關資訊 
 推動大型整合計畫，引導台灣傳播研究走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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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政治大學公共行政及企業管理教育中心 

一、中心設立歷史 

民國五十一年一月四日教育部與美國國際合作總署簽訂合約，在本校設立「公

共行政及企業管理教育中心」（簡稱「公企中心」），以培育政府機關高級公務

員及企業高階管理人才。 

二、經營理念與願景 

公企中心秉持政大「人文關懷、專業創新、國際視野」一貫之經營理念，以

培育具國際競爭力之一流人才為職志，並以「人文、理性、創新、質樸」之服務

信念，營造新時代終生學習環境，結合國內外人力資源，朝國際級高階文官及領

袖菁英人才培育基地邁進。 

三、中心核心職能 

1. 辦理中高階公務人員及企業高級經理人員碩士學分課程與在職專業進修

班。 
2. 承辦政府與企業研討會。 
3. 提供政府機關、企業機構及社會人士外語訓練事項。 
4. 公共行政、及企業管理與法律等圖書資料蒐集及專業圖書館服務。 
5. 國內外、大陸有關公共行政、企業管理學術機構或民間團體之訓練交流合

作聯繫事項等。 
6. 舉辦公共政策論壇。 

四、中心的服務現況 

本中心多樣性學習課程，提昇在職人士競爭能力，各類學分班並提供銜接碩

士學位課程機會： 

（一）各類專業訓練 

各類學分班及非學分班有關課程，如企業管理、財務管理、行銷管理、人力

資源管理、商業會計、理財規劃、金融投資、國際貿易、財經法律、公共關係、

廣告管理、大陸事務、兩岸經貿、行政法、行政管理、圖書與檔案管理、幼兒教

育、民刑商法、不動產估價師、電信管理與行銷及大陸財經等班次。碩士學分班

所獲得之學分可與碩士學位接軌，於考取研究所後，得依院系、所規定部份學分

抵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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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本中心接受政府和企業委託辦理內部訓練 

如公務人員晉升官等訓練、高階警政人員領導管理班、監察院法律碩士學分

班、教育部所屬學校行政人員各類管理訓練班、東森媒體經營管理班、南山人壽

壽險經營管理班、安泰人壽保險經營管理班等。 

（三）多國語言進修 

本中心為政府、企業及一般社會人士開設各類語文進修班次，課程有：英語

會話、商用英文、新聞英語、英文閱讀、基礎日語、初中高級日語、日語會話、

日文閱讀文法、法語、德語、俄語、阿拉伯語、韓語、西班牙語等。同時亦開設

高階公務人員世紀領航英文班、全民英檢班、英語教學碩士學分班及以大眾化的

收費回饋社區居民之社區英日語教室。 

（四）網路教學課程 

本中心推動非同步遠距教學，全國首創網路學院，任何時間、任何地點均可

上網學習，學員廣及大陸、東南亞地區之台商。現開設有經營管理碩士與法律學

分班(高階主管 EMBA 組、專業經理人 MBA 組與法律組)。為公職人員及企業界提

供 e－learning 的學習管道。 

（五）增開大陸課程 

本中心為培育大陸事務及兩岸經貿人才，現開設有大陸事務碩士學分班、大

陸經濟社會法制碩士學分班、兩岸 E 世代高階主管經營管理碩士學分班及兩岸金

融研習班，並於寒暑假期間安排赴大陸學術研討及參訪活動，以增進學員實務經

驗。為服務大陸台商，不定期赴大陸地區開辦台商企管課程。 

（六）舉辦公共政策論壇 

為使卓越研究能力發揮社會影響力，主導未來社會研究，和社會大眾分享研

究成果，引導社會發展方向，善盡知識人的社會關懷，政治大學特籌組成立跨領

域之「公共政策委員會」，由本中心舉辦「公共政策論壇」，對各領域之重大政

策發表公共政策白皮書。 

基於持續深化、推展公共政策論壇的辦理成效，系統性、全面性地整合各校

各院、系所與研究中心之各領域學門的公共政策研究成果，就重大公共政策議題，

提出植基於學者、研究人員深厚研究成果的政策建議，積極地向政府部門、產業

與社會推介，不僅提供政府未來政策制訂或產業發展方向的藍圖與願景，更期充

分發揮公共政策卓越研究成果之政策影響力。 

（七）辦理委託研究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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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中心經校本部授權得以公企中心名義接受公私立機構委託辦理專案研究，

服務內容包括研究案往來公文處理，擬定研究計畫書，簽訂研究案合約書，經費

收支及核銷，提供研究室及會議場所等。 

（八）場地外借服務 

民國九十一年本中心斥資四仟五佰萬元整修場地、增添設備，各教室及會議

場所均已架設高速寬頻網路。本中心設有國際會議廳、大型演講廳、大禮堂、各

型會議室、研討室、電腦教室及各類一般型或階梯式教室，提供政府及企業機構

召開國際會議(三種語言同步翻譯)、大型演講、教學、研習、座談、學術研討等。

以最先進的視聽設備、訓練有素之服務團隊來做好場地外借服務工作。另有舒適、

乾淨、全面 E 化的學術型商務旅館─山南居，提供遠道而來的講座與學員住宿。 

（九）圖書資料借閱服務 

本中心圖書資料組館藏極為豐富，蒐集典藏有關公共行政、企業管理及法律

類之圖書、期刊。目前藏書計有中文四萬八仟餘冊，外文三萬五仟多冊，訂有中

文期刊 197 種，西文期刊 88 種，中文報紙 12 種，西文報紙 3 種及網路資料庫可

供查詢，並與校本部圖書館連線，提供校本部「圖書代借代還」服務，本中心學

員及社會人士均可辦理借書證借閱圖書及查詢資訊。並且提供社區居民閱覽服

務，進一步達成圖書館知識傳播，文化普及之社會服務功能。 

（十）承辦國際會議與學術研討會 

本中心有完善的設施及經驗豐富的工作人員，可與學術團體和國際組織合作

辦理大型國際會議或學術研討活動，如 2002 年的亞洲培訓總會第二十九屆訓練與

發展會議（The 29th ARTDO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即由本中心承擔議事組的重

任，又如 2004 年 6 月 4 日國際知名教授 Robert Kaplan 在台發表平衡計分卡「策略

地圖」演說亦由本中心承辦，均為近年國內舉辦國際性學術活動盛事。 

五、未來展望 

（一）因應時代脈動需求，規劃創新課程 

為迎向新世紀多元競爭及知識經濟的新時代，本中心以整體的、延續的、前

瞻的、長遠的理念來規劃在職教育。在課程編排上，為企業界、政府界量身訂作

設計課程；同時從長遠終身學習理念推動在職進修課程，謀求本中心進修與碩士

學位接軌設計，朝向一日為公企中心學員，就有機會成為本校各學系碩士畢業生。 

（二）與時代並進之優質教育內容--建構 E 化學習環境 

本中心秉持高品質教育內容之優良傳統，除隨時代脈動規劃創新課程外，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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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結合政大各學院優異師資及實務界專家，全新規劃軟硬體設施，包括國際會議

廳、大禮堂、高級教室、山南居招待所等設施，並配置最先進之會議、教學設備，

同時為建構 E 化學習環境，特別設置四百個網點及無線上網配備，提供學員現代

化及人性化之教學設備與學習環境。 

（三）學習時間空間革命--創辦政大公企網路學院 

為培育更多專業經理人及提供政府各界與行政管理人員專業之進修管道，使

更多社會人士得以最便利方式親炙商學、公共行政、法學大師風範，本中心自九

十一學年度起開辦「政大公企非同步網路教學（EMBA 組、MBA 組及法律組）碩

士學分班」採取最先進之 E-LEARNING 網路教學，除使學員得以自由規劃學習時

間與空間外，透過網際互動與實體面授、企業參訪等，更是最佳智庫及人脈連結

管道。 

（四）擴大國際交流合作，拓展學習視野 

本中心致力促進學術交流與合作，除擴大接受各單位委辦學術研討會，亦積

極參與如「亞洲培訓總會（ARTDO International）」、「國際培訓總會（IFTDO）」、

「國際行政校院聯合會（IASIA）」等國際組織活動，2002 年 9 月並協助中華民國

訓練協會（CSTD）於臺北圓山飯店舉辦第 29 屆亞洲培訓總會年會，一方面為國

內人力資源訓練發展作出貢獻，另方面亦藉由國際學術交流合作，提升本中心國

際性服務能力，並進一步拓展學員學習視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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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教關懷博覽會參展單位簡介 

光啟文化事業 

【光啟文化事業】的前身 -【光啟出版社】於 1957 年成立於台中，迄今已有

半世紀的歷史，早期出版的圖書大都偏重於文史、哲學、藝術及語言等範疇。早

年在天主教耶穌會會士用心的耕耘及努力下，廣納五、六零年代許多知名譯作家，

例如蘇雪林、張秀亞、楊喚、思果、喻麗清、林雙不等名家的著作，出版的文學

作品盛極一時。 

1979 出版社假台北耕莘文教院成立編輯部門；1983 年創立門市「光啟書屋」，

是光啟出版事業的一個門市據點，同時也提供教會聖物用品、聖歌禮品、書卡文

具以及外版書籍等；1987 年出版社由台中遷至台北耕莘文教院大樓繼續營運；北

遷後的光啟，在發揚教會文化事業的創社宗旨下，出版的圖書逐漸以服務教會需

要為主，並以基督信仰與其他宗教之中介橋樑自許。出版品的類別也趨向神學、

靈修、倫理教育以及終極關懷等領域。光啟出版社每年除再版及再刷書籍外，新

書固定發行量約有 20 餘本。 

光啟文化事業為回應現今台灣社會的需求，響應教育部「生命教育年」的號

召，於西元 2000 年成立生命教育工作室，開始研發一系列生命教育教材。工作室

希望從生命的各個層面，帶領時下的年輕人探討生命的意義與價值。所策劃的產

品無論是平面的書籍或立體的視聽影音畫面，都希望運用時下年輕人的語言與學

生對話，產生共鳴與認同。生命教育全面的推動必須從學校家庭普及到社區，配

合教材的推出，針對不同的使用者設計許多的研習活動，尤其在寒暑假期間更擴

大服務，藉著分享與互動，讓生命教育的落實更見具體。整合社會資源，發揮民

間團體的力量與功能，共同為提昇國民生活教育，貢獻一份心力，是生命教育工

作室最大的願景。 

光啟文化的出版品除了原有的神學、靈修叢書外，2003 年更積極地規劃並陸

續推出有關親職教育、宗教小說、兒童福音、文學與信仰等等書籍。願意從福音

的觀點，透過基督信仰的角度，為海內外華文讀者，提供更多與人、與教育、與

社會、與文化有關的書籍與多媒體產品。目前光啟文化事業仍在出版中的書籍多

達一千種，遍布世界各地，深切期盼基督的愛與溫暖，經由光啟文化的書籍，可

以深入並潛移默化讀者的心靈！ 

座落於台北市羅斯福路與辛亥路口光啟文化事業所附設的光啟書屋，2003 年

因為所處大樓即將進行整體性的營運規劃，大樓中所有單位必須遷離現址，已有

公共政策論壇―人文關懷系列 人類生命的再生與複製

274



 

  

二十年歷史的門市據點光啟書屋，於是在七月底做了一個階段性的結束！而光啟

文化的辦公地點則遷移到敦化南路的現址。 

隨著時代 e 化的腳步，光啟網路書店也因此加緊腳步積極地更新中，現有的

光啟網站資料不斷地增加，希望可以做到讓光啟的朋友們「人在家中坐」，卻可

輕鬆享受「書自光啟來」的方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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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鼓山人文社會基金會 

【設立緣起】 

法鼓山創辦人聖嚴法師，由於出身於貧窮的農家及戰亂的時代，以致從小失

學，未能受到正規的學校教育。直至三十九歲東渡日本，以自修的學力及著作，

考入東京立正大學，經六年的學程，攻得文學碩士及博士學位。 

留日期間，因為無人資助，乃透過為華僑誦經等工讀方式，完成第一階段碩

士學程。嗣後蒙隱名氏提供獎學金，始得專心讀完全程。因此發願要自辦教育，

並籌設獎助學金。 

本基金會已向教育部立案登記新台幣伍仟萬元，這項費用來自於兩筆善款：

一是聖嚴法師為了紀念其先師東初老人，以舉辦法會的方式籌得三千多萬元；另

一筆善款則是聖嚴法師的在家弟子柯果福居士於往生之前，以全部的積蓄贈予。

拋磚引玉，極其感人。 

本基金會為了普遍並永續地服務社會、造福人類，將獎勵各種與人文社會相

關的學術研究以及資助人才的培育。第一階段的基金籌募目標是新台幣二十億

元，第二階段則預計籌足四十億元。我們籌款的主要方式，是勸請社會各界人士，

撙節婚壽喜 慶喪儀等費用，移作永久紀念獎助學金；同時也鼓勵捐出各種性質的

永久紀念獎助學金。例如為父母、配偶、師長、子女、親友祈福，以及為銀婚、

金婚、鑽石婚等 作紀念，本基金會均願代為服務。 

本基金會為了尊重基金捐贈人，將永遠保留其設立獎助學金的名稱，並以捐

贈者指定的紀念名義發出獎助學金。基金捐贈者亦得就本基金會所列的獎助項目

中，指定一項或多項獎助之。 

本基金會將代為管理各界捐贈之永久紀念基金，並運用於目的獎助事業。聘

請公正而具權威地位的學術界人士為審議委員，按各類獎助項目，分別組成審議

委員會，以最客觀、最有效、最嚴格、最具公信力的審議辦法，評審受理申請的

獎助案件，並頒發每一筆獎助學金。 

本獎助學術基金會，是以諾貝爾、洛克菲勒、福特以及和田．朝井等舉世知

名的各大基金會為標竿，對於捐贈者與獲獎者，都是極其光榮的盛事，也是傳世

不朽的義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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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辦人簡介】 

「風雪中的行腳僧」聖嚴法師 

「佛法這麼好，知道的人這麼少，誤解的人這麼多。」因著這樣一個單純的

信念，聖嚴法師創辦了法鼓山。 

自喻為「風雪中的行腳僧」，曾獲選為「四百年來台灣最具影響力的五十位

人士」之一的聖嚴法師，回顧其一生，其實充滿了顛沛流離，考驗與轉折。 

法師自幼體弱多病，狼山出家後，歷經經懺、軍旅生涯，而後終能再度出家，

不論閉關苦修、日本留學、美國弘法，或是開創法鼓山……，總是在無路中找出

路，在艱辛中見悲願，在堅毅中見禪慧，生命對他而言，就是一場實踐佛法的歷

程。 

為了提高佛教地位及僧眾素質，聖嚴法師以 40 歲之齡，毅然決然留學日本。

取得博士學位後，即奔波於美台兩地弘揚佛法，更以其稟承的臨濟及曹洞兩系法

脈，至世界各地指導禪修，接引無數東西方人士。為了以現代人的語言和觀點普

傳佛法，法師在極 其忙碌的行程中，仍不忘著書寫作，至今已出版超過一百本書

籍。 

法師自身學養淵博，除創立「中華佛學研究所」、「法鼓大學」，培養高等

研究人才，近年來，多次與科技、藝術、文化等領域之菁英人士展開對談，乃至

與不同教派，不同宗教進行合作，其寬闊的胸襟與國際化的視野，深獲海內外各

界的肯定。 

法鼓山就在聖嚴法師的帶領下，立足台灣，以漢傳佛教為根本，不斷朝國際

化、多元化的目標邁進。 

 
【基金會的目的】 

本基金會設立的目的，主要是從思想和觀念，來改善我們的社會風氣，淨化

社會人心。不論是台灣或者全世界，現今各國普遍追求科技發展，卻忽略了人文

的素養。人文素養並不等於音樂、繪畫、藝術的技能，而是對於人格與人品的修

養，和道德倫理的規範，如果缺乏人格的修養和倫理道德的規範，則冀求人品的

提昇，將只是空談。因此，經由多方面的努力，提供方法，提供管道，希望使得

我們的社會，從每一個人的人品提昇開始做起，才能真正在人間建設淨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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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金會的未來】 

一起播下人文的種子，共同灌溉使之發芽、成長、開花、結果；共享人文所

帶來的滋潤與芬芳，擁有更多的關懷參與無限的希望。 將永久的紀念昇華為永續

的奉獻，並共同脫離心靈的貧窮與匱乏。共同見證『提昇人的品質，建設人間淨

土』的喜悅。台灣的法鼓山，正在推動「提昇人的品質、建設人間淨土」的理念。 

它不僅僅是一個地名，或者是我們的一個道場；凡是推動和響應，法鼓山理

念的人，就是在做法鼓山的工作；凡是推廣法鼓山理念的場合，便是法鼓山的道

場。 

 
----------------  四眾佛子共勉語  ---------------- 

．信佛學法敬僧．三寶萬世明燈． 

．提昇人的品質．建設人間淨土． 

．知恩報恩為先．利人便是利己． 

．盡心盡力第一．不爭妳我多少． 

．慈悲沒有敵人．智慧不起煩惱． 

．忙人時間最多．勤勞健康最好． 

．為了廣種福田．哪怕任怨任勞． 

．佈施的人有福．行善的人快樂． 

．時時心有法喜．唸唸不離禪悅． 

．處處觀音菩薩．聲聲阿彌陀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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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鼓大學籌備處 

「法鼓人文社會學院」於業奉教育部核准籌設，該院所設五個系所僅分屬人

文及社會兩領域。近年因配合建校整體思考，已發展建構出「人生學院」、「公

益學院」、「環境學院」、「藝術學院」等四學院，各學院均設有博碩士班，並

規劃出十數個博碩士學程，已具備教育部規定之大學條件，現正積極向教育部爭

取將原「法鼓人文社會學院」之籌設改為「法鼓大學」之籌設，俟獲許可改籌設，

即可以大學申請立案招生。目前硬體工程即將開始興建，預定 99 學年度可招生開

學。 

法鼓大學校區坐落於金山鄉，為一平緩的山坡地，校地完整，視野廣闊，可

看山亦可觀海，為一風景絕佳之地；位處淡金公路、陽金公路、基金公路之交會

處，與基隆、台北、淡水之交通便捷，既可不受塵囂之擾攘，亦不孤絕於大都會

區，為一辦學、求學、治學之好地方。 

法鼓大學初期以研究所教育為主，將致力於建立法鼓大學在國際上的學術地

位，俟學術地位受肯定，再研議開辦大學部。本校定位為精緻研究型的人文大學，

全校師生最大規模設定在 2,500 人之內，以「心靈環保」為核心價值，以「提昇人

的品質，建設人間淨土」為理念，以「品格培養」為教育重點；未來將透過法鼓

山全球網絡之優勢，延攬國內外一流之師資，招收國內外優秀之學生；透過禪修

與禪文化及各種人文課程之涵養，以及師生學習與生活合一之書苑制度，培養學

生治學處事之能力，陶冶學生完美之品格；透過全面性學程化的課程設計，擴展

學生學習廣度，並透過海外學習制度，奠定學生未來在國內外就業及發展之實力；

期養成具人文關懷之高素質英才，以利益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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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政策論壇 
人文關懷系列：人類生命的再生與複製 
─倫理、宗教與法律探討 
 
會後新聞稿 

            

時間：97 年 6 月 14 日 
地點：國立政治大學公企中心 

公企中心聯絡人：
周秀安 23419151-103 
吳沛倫 23419151-123 

 吳思華/國立政治大學校長 

    各位貴賓，各位主講人，

女士、先生，大家早安。首先

我代表政治大學歡迎全體貴賓

蒞臨本校，參加公共政策論壇

第十二次的活動。這次的論壇

是人文關懷系列，探討的主題

是人類生命的再生與複製，我

想大家都同意這是個非常重要

的課題。在過去這幾百年來，

人類社會因為科技快速地進

步，無論是我們的生活品質、生活方式，或是生命的延續，都有根本的改

變。 

 

科技發展日新月異  人性價值更需反思 

昨天聯電董事長曹興誠到政大來演講，曹董事長提到說，如果我們回

到一千多年前唐朝時代，跟當時的人講述現在人類的生活形式，夏天可以

穿西裝，冬天可以開暖氣，我們的平均壽命可以從五十歲延長到八十歲，

他們大概都會覺得這是一個全神的世界。因為科技的關係，為我們的社會

帶來很大的改變，在科技發展的過程中，我們常常要面對更多更多的思考，

因為曹董事長講了這個故事，我才想起，很多年前我擔任教授的時候，有

一次在計程車上，司機先生問我，你覺得現在坐在冷氣房裡面工作，比一

千年前的唐朝人幸福嗎？這個問題讓我想了很久，我們的生活的確改變

了，但是我們真的有比以前幸福嗎？這是一個很嚴肅的問題，我們可能需

要從更根本的角度去思考。 

 

 

上圖由左至右依序為國立政治大學吳思華校長、單國璽樞

機主教、聖嚴法師與中國醫藥大學黃榮村校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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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善、美人生價值  有賴重新反思、回答與定義 

在整個世界運轉的過程中，我們不斷地在追求真、善、美的境界，但

科技進步後，讓我們對真、善、美這三個字產生了一點困惑，首先，什麼

是真實？我們的生命原本是真實的，可是如果生命可以再生或複製的話，

那是不是還叫做真實？如果我們的器官可以不斷地替換，等到死亡的時

候，身上的器官已經通通換了一圈，那這還是真實的生命嗎？第二個是善，

什麼叫做善良的行為？我們幫助一個人延續生命，一定是善良嗎？什麼樣

的幫助才叫做真正的善良？我們常常以幫助別人作為我們人生的志業，但

是幫忙或協助到底要有多少分寸？那是一個我們值得反思的事情。接下來

是美，這可能是一個更嚴肅的問題，什麼叫做完美的人生？我們追求的完

美指的是什麼？我們的家庭、社會或是族群，要維持什麼樣的關係才叫做

完美？真實、善良、完美；真實的世界、善良的行為、完美的人生都是我

們所期待、追求的，但是因為科技的關係，這些議題可能都要重新的反思、

回答與定義。 

 

生命複製潮流勢不可擋  更須積極回應與面對 

今天的研討會是要針對生命科技進步所衍生的問題，去作更根本的思

考，這個思考可能無法只從科技的觀點來回答，而必須用更寬廣的角度來

觀想。所以我們希望從倫理、宗教、法律三方面來探討這個問題。幹細胞

的研究到目前為止，還沒有根本的突破，但科技的進步很難預料，我們今

天覺得不可能的事情，也許三、五年或十年內，它就變成可能了，但是社

會的改變通常不是三、五年就能準備好的，今天我們探討這個問題，有的

事情可能還沒出現，有的事情可能甚至還不能想像，但是我們都應該勇敢

的去作更長期、更遙遠的規劃。只有我們今天開始認真地想，我們才能讓

科技真正依附在人文之下，而有更健康的發展，我想這是我們大家的期待。

今天這麼多專家學者的出席，對於這個議題必然會有很深刻的探討，我們

預祝今天的研討會能夠非常順利，也希望在座諸位能貢獻各位的知識智

慧，讓我們對這個問題能夠有更清楚的瞭解。 

 

個人自私的基因 也是科學家探索未知的動力 

在一天的討論後，我們就這個非常嚴肅的課題作了很深入的探討，尤

其是聖嚴法師與單國璽樞機主教兩位大師從生命的意義來看人類生命的再

生與複製，讓大家有很多啟發。在整個科學進步的過程中，我們確實要去

面對很多新的社會問題，我今天聽了一天，對這些問題有很多的感觸，跟

各位一樣，都希望能夠對這個問題有更多的了解。我常常覺得我們在思考

自己人生的時候，其實多數是從個人的觀點來看，生命是非常自私的，大

家都希望自己的生命能夠延續、能夠延長、能夠美好；從整個社會的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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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看，這個自私也是進步的動力，因為個人的自私，所以我們願意去做很

多不同嘗試，我們現在所看到的科學進步，也是在自私的動機之下出現的；

正因為我們對自己生命的延續有期待，所以讓這些科學家有更大動力去研

究。當然科學家在做這些事情的時候不純粹是為了服務任何人，也是對於

自然界未知的探索。不管是從個人自私的基因來看，或者是從科學家探索

未知的動力來看，我們今天所談的「人類生命的再生與複製」，大概沒有辦

法去阻擋它發生，遲早都是要發生的，因為這件事的背後存在著很大的動

力。 

 

研究投資重科技輕人文  平等對話機制有賴建立 

在這個當下，如何去因應與回應這個科技突破的潮流，才是更重要的，

剛才黃榮村校長特別提到，如果我們看臺灣今天社會並沒有給予這樣的議

題應該有的關心跟重視，原因究竟出在哪裡，我覺得也許有幾件事情，尤

其是我們從公共政策論壇來看，是可以努力的： 

 

首先，在研究投資方面，科技占了很大的比例，對人文的投資相對忽

視，黃校長在召集明年全國科技會議的議題討論時，其中有一個議題就是

希望能夠探討用人文去引導科技，或者建立人文跟科技對話的一個平台，

我覺得這件事情可能需要我們用更多的力量喚起更多的重視。當我們注意

到科技的進步是如此快速的同時，我們是否也應就相關議題在人文社會科

學中做更多的研究，希望相關單位可以給予更多的支持與幫助，否則完全

沒有對話的平台，甚至沒有平等對話的機會，我認為如此下去，未來臺灣

社會可能會面臨到更大衝突。 

 

以公共政策論壇為開端  開啟跨領域溝通平台 

其次，從過去到現在，人文跟科技在不同的領域中持續進行研究，但

對話的平台其實非常欠缺，宗教、法律或是倫理的專家都在各自的領域裡

非常傑出，但是彼此之間是不是能夠針對一個真實的問題去做對話交流，

我想這樣對事情的檢討絕對是不足的。今天這個公共政策論壇只是一個小

小的開始，我們期待未來這樣對話的平台可以再多一點，開啟跨領域溝通。 

 

培養科技未來想像  發揮社會通盤思考 

第三、臺灣社會較欠缺以科技為基礎的未來想像，在國外中常常可以

看到很多科技故事、科技電影、科幻卡通等，這些事情當然都是假的，但

是它代表了我們對科技進步之後，所看到可能社會的全貌，去進行一個通

盤的思考。這件事情在臺灣坦白講是完全沒有的，我們幾乎沒有看到我們

自己的人去創作科幻電影、科幻卡通、科幻小說等。如果我們可以更加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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勵、幫助下一代想像，雖然那些情境不一定真的會出現，但是會讓我們有

機會去看到一個因為科技所出現的可能全貌，就沒有解決的動力。當然，

除了生命科技可能是很大的改變外，就像是剛才那位朋友問到的，像是網

路科技，也會造成完全不同的社會現象。這些都該鼓勵我們的小朋友或者

同學、大學生去探索。所以想像力、創造力跟創作力的培養，可能是我們

在未來教育非常需要的；只有我們能夠想像它出現時的形貌，才有機會去

問說這樣子的形貌到底是不是我們要的，以及它會產生多少的影響跟衝

擊。這一切的一切都才會成為一個討論的基礎跟基點。 

 

科技與人文攜手  共創美好人生 

個人很誠懇的期待，希望所有貴賓可以共同努力，對這個問題持續關

心，也希望教育部或國科會在發展科技的同時，對於人文社會科學的研究

能夠給予更大的支持，當然如何能夠讓我們全體社會對每一個科技發展都

能夠去形成一個整體社會的共識和想像，可能是一個非常重要的社會運

動，需要大家共同來努力。非常謝謝在座各位貴賓今天的蒞臨，我們希望

今天的研討會是一個好的開始，未來能夠有更多的人文跟科技的對話，讓

我們在科技進步的同時可以去創造一個美好的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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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pts.org.tw/php/news/pts_news/index.html 

 
 

 

公共政策論壇－人文關懷系列 人類生命的再生與複製

287



http://www.ddm.org.tw/ddm/news/main.aspx?contentid=154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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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tw.news.yahoo.com/article/url/d/a/080614/5/118sv.html 

被做成複製人？聖嚴法師和單國璽都說 NO 

更新日期:2008/06/14 17:33  
（中央社記者吳素柔台北十四日電）法鼓山創辦人聖嚴法師和天主教會台灣地區

主教團樞機主教單國璽，今天對談「人類生命的再生與複製」，被問到是否願意被做成

複製人？聖嚴說，「不可能、不期待」；單國璽也表示，不讓人「copy」，因為「只有一

個單國璽」。 
 
政治大學公企中心舉行的「人文關懷系列論壇」，下午邀請聖嚴和單國璽對談「人

類生命的再生與複製--科技突破與宗教關懷」，由中國醫藥大學校長黃榮村主持。 
聖嚴表示，站在佛教徒立場，要靠信仰支持生命的存在和生活的安全感，給予神聖的精

神力量。 
 

他認為，「心安、身安，就有平安」，這種境界要靠修行；人心都是浮動的，最近

有政府官員問他，心無法安，怎麼辦？他回答，船在港內不會有問題，在港外遇到風浪

時，要趕快使船身不要浮動、不要跟著浪跑，心繫於一靜。 
 

罹患腎疾的聖嚴說，生老病死是必然，有時被醫生判死，他的一生常被醫生嚇到，

但現在還沒死，準備隨時面臨死亡，不害怕死亡，若害怕就唸觀音菩薩或打坐，害怕心

情就沒了，也會看到自己的生命是無限的。 
 

單國璽表示，孔子曾說「未知生，焉知死」，要了解生命的價值，就必須面對死亡，

才能真正了解生命的意義和可貴。 
 

單國璽說，兩年前發現罹患癌症，醫生給他四、五個月的壽命，但在下個月就兩

年了；得了這個病，如同等待執行死刑，不能不深入思考死亡。 
 

他表示，自己不抽菸酗酒，為何會罹病，當時有點心不甘情不願。他曾問天主，

讓他得病有何用意？他彷彿聽到天主說，既然要修道，就要徹底犧牲，「現在給你新的

使命」；因為天主要他現身說法，他也已展開生命告別之旅，環島舉辦多場演講。 
 

單國璽並認為，醫生治療病人身體的病，若也能激發病人的宗教信仰，雙管齊下，

治療效果會更大。9706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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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libertytimes.com.tw/2008/new/jun/15/today-life11.htm 
 

 

複 製 人  單 國 璽 、 聖 嚴 反 對   

［ 記 者 許 敏 溶 ／ 台 北 報 導 ］ 科 技 日 新 月

異 ， 複 製 人 可 能 在 不 久 的 未 來 實 現 ， 但 是 ，

天 主 教 台 灣 區 樞 機 主 教 單 國 璽、法 鼓 山 創 辦

人 聖 嚴 法 師 昨 天 都 異 口 同 聲 反 對 複 製 人，更

不 希 望 自 己 有 另 一 個 複 製 人 。  

單 國 璽 指 出 ， 即 使 未 來 科 技 能 力 成 熟 可 以

複 製 人 ， 他 也 不 會 拷 貝 同 一 個 單 國 璽 ， 因 為

在 單 國 璽 的 陰 影 下 生 活 ， 人 格 、 身 分 都 成 問

題 ， 複 製 的 單 國 璽 變 得 沒 意 義 ， 故 他 反 對 複

製 人 ， 就 如 同 天 主 教 也 反 對 複 製 人 。  

聖 嚴 法 師 也 認 為 ， 不 期 待 自 己 有 複 製 人 ， 也 不 可 能 讓 自 己 被 複 製 。 他 進 一 步

指 出 ， 反 對 日 前 父 母 為 了 拯 救 哥 哥 海 洋 性 貧 血 症 而 訂 製 女 嬰 ， 聖 嚴 法 師 認 為 ，

倘 若 妹 妹 知 道 自 己 的 生 命 是 為 了 哥 哥 而 生，妹 妹 做 何 感 想 ？ 這 在 倫 理 道 德 上 有

瑕 疵 ， 而 且 為 了 確 定 妹 妹 是 否 符 合 救 治 資 格 ， 其 他 未 受 精 的 卵 子 也 因 此 被 拋

棄 ， 這 也 涉 及 道 德 問 題 。  

政 治 大 學 公 企 中 心 昨 天 下 午 舉 行 「 人 類 生 命 的 再 生 與 複 製 ─ 倫 理 、 宗 教 與 法

律 探 討 」 ， 邀 請 單 國 璽 、 聖 嚴 法 師 討 論 科 技 突 破 與 宗 教 關 懷 的 相 關 性 ， 由 中 國

醫 藥 大 學 校 長 黃 榮 村 擔 任 主 持 人 。  

此 外 ， 兩 位 宗 教 界 大 師 都 曾 罹 患 疾 病 而 被 醫 生 告 知 可 能 面 臨 死 亡 ， 昨 天 也 分

享 如 何 面 對 死 亡 。 罹 患 腎 疾 的 聖 嚴 法 師 表 示 ， 對 修 行 的 人 來 說 ， 生 老 病 死 是 正

常 的 事 ， 害 怕 時 就 念 觀 音 菩 薩 或 打 坐 ， 對 死 亡 就 不 害 怕 。  

法 鼓 山 創 辦 人 聖 嚴 法 師（ 左 ）與 天 主 教

會 台 灣 地 區 主 教 團 樞 機 主 教 單 國 璽

（ 右 ）兩 人，對 複 製 人 議 題 明 確 表 示 反

對 。 （ 記 者 羅 沛 德 攝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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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 國 璽 指 出 ， 面 對 死 亡 才 能 了 解 生 命 可 貴 與 生 命 的 意 義 和 價 值 ， 就 像 2 年 前

得 知 自 己 罹 患 肺 腺 癌，一 開 始 心 不 甘、情 不 願，現 在 將 癌 症 視 為 自 己 的 小 天 使 、

小 跟 班 ， 藉 此 告 知 大 家 ， 癌 症 並 不 可 怕 ， 不 要 活 在 恐 懼 中 ， 而 要 戰 勝 癌 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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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udn.com/NEWS/NATIONAL/NAT5/4385051.shtml 

 
聖嚴‧單國璽對談》大師不願被複製 

 

【聯合報╱記者何定照／台北報導】 2008.06.15 02:31 am 
  

科技不斷創新，複製人、救命寶寶等技術

蔚為生命科學話題，法鼓山創辦人聖嚴法

師和天主教樞機主教單國璽昨天都對其

中的倫理表示憂心，兩位宗教大師都說，

若有人想複製他們，「不期待也不願意」。

  

政大公企中心昨天舉辦「人類的再生與複

製」公共政策論壇，邀請聖嚴、單國璽對

談，吸引爆滿聽眾。大師分以佛教、天主

教觀點出發，談罹病後對生命的態度，不

約而同指出「宗教信仰就是我的偏方」、

「死亡只是生命的過程」，強調追求「精

神不死」，非肉體不死。  

罹腎病卻拒絕換腎的聖嚴表示，「死了不是什麼都沒有了，而是存在於無限的時間與空間」，

既然生命永遠存在，死亡自然無足懼，他說，當他害怕時，便會念佛靜坐。  

聖嚴認為，像救命寶寶等新興技術，恐怕有「為救一個生命、拋棄許多生命」的問題。  

罹癌的單國璽則認為，「現世的生命只是為來世準備更好的生命」，死亡不過是生命蛻變為蝶

的過程。他說自己剛得知罹癌時，也心不甘情不願，但在向天主祈禱時，彷彿聽到天主說「你

要修道，就要徹底犧牲」，於是明白得病「是恩寵而非災禍」。  

單國璽也指出，現代醫學技術若為了救人而讓他人受害並不恰當，又如複製人衍生分身，但分

身的人格、身分都可能成為問題，「我不願讓人複製，不能讓他活在我陰影下。」  

面對「是否願被複製」，聖嚴表示，「不可能有技術能把另一個人做得跟我一樣，我也不期待」。

  

【2008/06/15 聯合報】@ http://udn.com/  

聖嚴法師與單國璽主教昨天對談，休息時攜手離場。 

記者鄭超文／攝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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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政策論壇網頁 http://www.ppf.ncc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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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大網路電視 http://webtv.ncc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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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像紀錄(2008/06/14) 
 
 
 
 
 
 
 
 
 
 
 
 
 
 
 
 
 
 
 
 
 
 
 
 
 
 
 
 
 
 
 
 
 
 
 
 
 
 
  
 

 
國立政治大學吳思華校長開幕致詞 

 

 

教育部社教司朱楠賢司長開幕致詞 

 
中研院醫學倫理委員會何美鄉主委主持 

 
台北榮總幹細胞研究室 
邱士華主持人主講 

 
教育部醫學教育委員會賴其萬執行秘書主講 

 

台北榮總教學研究部何橈通主任主講 

 
國立清華大學科技管理學院 

生物倫理與法律中心范建得主任主講

 

臺北醫大人文研究所蔡篤堅所長與談

 
國立政治大學人文中心戴華主任與談

 
國立政治大學法學院陳惠馨院長與談

 

 
中國醫藥大學黃榮村校長主持 

 

法鼓山創辦人聖嚴法師主講 

 
天主教會台灣地區主教團 
單國璽樞機主教主講 

 

臺北市衛生局邱文祥局長與談 

 

馬偕紀念醫院蔡正河院長與談 

 

國立政治大學宗教所蔡彥仁所長與談 
 

 
教育部高教司王俊權副司長閉幕致詞 

 

宗教關懷博覽會會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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論壇規劃委員 

姓名 職稱 服務單位職稱 備註 

林碧炤 召集人 政治大學外交系教授兼任副校長 論壇召集、督導

王振寰 委員 政治大學中山所教授兼研發處研發長 諮詢顧問 

王文顏 委員 政治大學中文系教授兼文學院院長 諮詢顧問 

陳良弼 委員 政治大學資科系教授兼理學院院長 諮詢顧問 

高永光 委員 政治大學中山所教授兼社會科學學院院長 諮詢顧問 

陳惠馨 委員 政治大學法學院院長 諮詢顧問 

周行一 委員 政治大學財管系教授兼商學院院長 諮詢顧問 

于乃明 委員 政治大學外語學院院長 諮詢顧問 

鍾蔚文 委員 政治大學傳播學院院長 諮詢顧問 

李英明 委員 政治大學東亞所教授兼國際事務學院院長 諮詢顧問 

秦夢群 委員 政治大學教育學院院長 諮詢顧問 

鄭端耀 委員 政治大學國關中心主任 諮詢顧問 

游清鑫 委員 政治大學選研中心主任 諮詢顧問 

關尚仁 委員 政治大學廣播電視學系教授兼資訊與媒體

整合實驗中心主任 

諮詢顧問 

周麗芳 執行長 政治大學財政系教授兼任公企中心主任 論壇規劃、執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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論壇執行團隊 

本次公共政策論壇特別感謝台北醫學大學講座教授兼醫學人文研究所所長蔡篤

堅教授於計畫之初提供協助。 

職稱 現職 備註 

周麗芳 政治大學財政系教授、公企中心主任 規劃論壇、督導執行 

林良楓 政治大學會計系教授、公企中心秘書、總務組代

理組長 

督導執行 

趙竹成 政治大學民族系教授、公企中心訓練組組長 督導執行 

周秀安 政大公企中心助教 議程貴賓聯繫事宜 

盧芬絹 政大公企中心助教 議程貴賓聯繫事宜 

吳沛倫 政大公企中心行政助理 計畫執行 

歐陽佑宗 政大公企中心行政助理 文宣設計 

葉家伶 政大公企中心行政助理 場地、設備、餐飲規劃

陳筑湄 政大公企中心行政助理 場地、餐飲規劃、會議

服務 

陳虹君 政大公企中心頂尖計劃專案助理 計畫執行 

鍾蔚文 政大傳播學院院長 政大網路電視台 

轉播規劃 

關尚仁 政大資訊與媒體整合實驗室中心主任 政大網路電視台 

轉播規劃 

曾國峰 政大影音實驗室、 網路電視台指導老師 政大網路電視台 

轉播規劃 

王妤甄 傳播學院助教 政大網路電視台 

轉播執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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