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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生物倫理與生技醫藥產業發展與投資 

第一節、何謂生物倫理 

    生物倫理學(Bioethics)主要探討生命科學 (Life science，包括生物學、醫

學、遺傳學、醫療照護等) 領域中所發生之各種道德問題，屬於應用倫理學

(Applied Ethics)的一門；而應用倫理學乃是應用道德哲學(Moral philosophy)

的原則與方法以探討人類生活中的實務問題。因此生命倫理學之範疇，不僅

涵蓋了傳統的醫學倫理(Medical ethics)、健康照護倫理(Health care ethics)，也

包括了動物權利(Animal welfare)、環境倫理(Environmentalethics)、遺傳倫理

(Gene ethics)等。因此，生命倫理學乃集合多重專業之學術研究領域，參與討

論或是執行者可包括醫學、生命科學、哲學、神學、法學、經濟學、心理學

、社會學、人類學、歷史學等學科之學者及研究方法，但是其本質與核心仍

是屬於一種哲學的探問。當代生命倫理學之濫觴上可以追溯到西元 1945 年

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的紐倫堡大審，廿三名納粹醫師為其於二次大戰間於集中

營裡施行於猶太人及戰俘身上駭人可怖的人體試驗接受審判，其罪行包括將

戰俘暴露於極高或極低的溫度、以致死病菌感染他們、進行藥物毒性及絕育

手術試驗等，受試者後來大多死亡或永久傷殘。該事件導致了西元 1947 年紐

倫堡宣言(Nuremberg code)的產生，首次明訂了人體實驗的十條倫理規範，其

中影響最深遠的兩條是：「必須取得受試者知情且出於自願的同意」及「研究

設計必須是科學上有效的方法，並能為人類帶來利益（研究利益須大過其風

險）」，這是第一份主張「自願參與」與「知情同意」的國際文獻。 世界醫學

會於紐倫堡大審之後體認到有必要制定一份範圍更廣泛、清楚的規範，於1964 

年召開的世界醫學大會（WMA General Assembly）制定了赫爾辛基宣言，其

副標題即為「醫師參與涉及人體試驗之生物醫學研究的行為指導建議」（

Recommendations Guiding Physicians In Biomedical Research Involving Human 

Subjects），此宣言至今已歷五次修改(1964, 1975, 1983, 1989, 2000)，其中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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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0 年所作修改範圍最大，為有關醫學研究最重要之國際倫理規範。12 

    六Ｏ年代美國聯邦政府擴大對臨床研究的補助，接受試驗的人數也大幅

增加，然而違背倫理、濫用受試者之臨床試驗卻在重視人權的美國被大幅揭

露。1966 年 Henry Breecher 於 New England Journal of Medicine 發表一文

‘Ethics and Clinical Research’，指出了二十二個發表在頂尖醫學期刊中的醫學

研究及臨床試驗，其設計和執行是不道德的、未告知受試者危險性、未獲得

同意、並危害了研究對象的健康及生命，而執行這些研究的竟然都是著名的

醫學院、大學醫院、榮民醫院、軍事單位、甚至政府研究機構。例如紐約有

研究人員為了瞭解人類免疫系統，在未取得窮苦老人同意下便逕行對其注射

活的癌細胞，造成健康者死亡。另一研究為尋找鏈球菌感染(streptococcus 

infection)之替代治療方式，在未告知病患的情形下刻意對病患不施與青黴菌

素(penicillin)治療，導致 25 名病患發展成風濕熱(rheumatic fever)。1972 年

美國公共衛生署所執行之塔斯吉吉梅毒研究（The Tuskegee Syphilis Study）

被揭發，該研究自四Ｏ年代在阿拉巴馬州塔斯吉吉一地對六百名非裔低收入

男性提供免費健檢，其中約四百名證實感染梅毒，研究者透過他們了解梅毒

的自然史，卻隱瞞其罹病事實，甚至當盤尼西林在 1945 年被發明可有效治

療梅毒時，研究者仍蓄意拒絕施予治療，甚至有強行介入阻止病患接受治療

的情況。 此外，尚有其他濫用受刑人及兒童進行研究的案例被揭露。美國政

府因而在輿論壓力下必須對保護人類受試者採取更積極的作為，參議院勞工

暨人力資源委員會就此案及其他濫用受刑人及兒童進行研究的案例召開數場

公聽會，1974 年通過國家研究法案，將保護人類受試者政策列入聯邦法規（

1981 年完成 45 CFR 46 法案），並設立「生物醫學及行為研究之人類保護國

家委員會（The National Commission for the Protection of Human Subjects of 

                                                 
12 相關針對「生物倫理」定義以及該領域所要討論的範疇，請參閱蔡甫昌、李明濱 「當代生命

倫理學」，2002年 12 月 醫學教育雜誌。 

 



 90

Biomedical and Behavioral Research）」。 該國家委員會於 1974 到 1978 年間

就「以孕婦、人類活體胎兒、受刑人、兒童、心智障礙者為對象的研究」及

「精神外科（Psychosurgery）的運用」提出報告，1979 年則發佈貝爾蒙報告

書(BelmontReport)，訂定「保護研究中人類受試者之倫理原則與綱領」，可說

是美國在保護人類受試者政策上一大進展，該報告將醫學區分為治療與研究

，並揭櫫「人格的尊重（Respect for person）」、「行善（Beneficence）」及「正

義（Justice）」三基本原則，也解釋倫理原則如何應用於規範研究行為。 

    然而隨著人類基因組序列的完成，陸續發現許多疾病基因和病原基因，

人們對生命和健康的日益關切，生命科學近幾年來開始走進人們的視野而成

為熱門科學。報刊上介紹基因研究、生命科學的文章層出不窮，這方面的書

也出了不少。然而，目前國內介紹生命科學的新聞報道、文章以及書籍，很

少談到人類基因和生命科學研究中的倫理原則，特別是涉及人體研究中的"

知情同意"原則。很多人，包括參與專案的樣本提供者，對自身權益和知情同

意都非常模糊。 

    綜觀這些爭議，我們不難看出它們的一些共同特點：研究者都是來自發

達國家的權威學術機構或企業；他們都是到發展中國家比較偏遠的地方開展

專案；專案的當地參與者對有關規定和專案本身是否瞭解，研究者的行爲是

否規範和符合生命倫理的原則，有關機構在這些地方對研究者的管理監督是

否到位，都存在不少問號。2001 年 10 月 2 日《華盛頓郵報》一篇題爲《敦

促加強對海外實驗的管理》的報道透露說，從 1990 年到 1999 年，在美國以

外進行藥物研究的人員中，僅自願向美國食品醫藥管理局申報備案的，數量

就增加了 16倍。考慮到大多數研究者沒有申報備案，美國有關部門承認，它

們根本不知道究竟有多少這樣的實驗專案在海外進行。但是有限的已申報的

數量，也遠遠超過了美國主管部門進行現場監督或者巡視的能力。 

    監督不力，當地參與者不明就裏，那就難免有漏洞。引起爭議乃至法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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糾紛的這些研究專案，都涉及生命科學研究中的倫理問題。在有關這些爭議

的報道中，我們越來越經常地碰到一個詞：知情同意。一些研究專案和研究

者受到批評和質疑，乃至被提起訴訟，原因之一就是被認爲沒有做到知情同

意。而一個以人類生命爲物件的研究者，如果被證明採集樣本或所做實驗是

在專案參與者不知情的情況下完成的，那是很不道德的。其研究成果不能被

承認，有關責任人也要受處罰。 

 

  1. 何謂知情同意 (告知後同意) 

    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法西斯德國和日本最爲人類所不齒的戰爭罪行之

一，便是其醫務工作者對戰俘和無辜平民進行慘絕人寰的人體醫學實驗。 

1947 年，紐倫堡法庭審判了德國納粹法西斯醫生在奧斯維辛集中營野蠻地拿

人體做試驗的罪行。後來，日本 731部隊的罪行也被揭露出來。在國際法庭

審判有關戰爭罪犯的同時，一些有識之士開始思索這些爲法西斯戰爭服務而

泯滅天良的醫務工作者的道德教訓，以防止這樣的悲劇再度發生。美國華盛

頓喬治城大學醫學博士埃德蒙·佩裏格利諾對這個問題深有研究，他說，"很

清楚，保護醫學倫理的完整對全社會來說都是非常重要的。如果醫學像納粹

醫學那樣成爲經濟、政治或任何勢力的奴婢而不是爲了病人的利益，它便會

失去其靈魂，成爲壓迫踐踏人權的工具。國際社會對法西斯醫學研究罪行反

思的第一個結果，就是 1947 年制定的《紐倫堡公約》。它是關於臨床試驗行

爲準則的第一個國際性公約。它的第一個原則就是："人體受試者的自願同意

是絕對必須的。"1964 年，在芬蘭首都赫爾辛基召開的第 18屆世界醫學大會

通過了《赫爾辛基宣言》，進一步規範了人體生物醫學研究的行爲道德。以後，

在 1996 年和 2000 年，世界醫學大會又對《宣言》做了補充和修正，對知情

同意的規定愈加完善。針對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德國、日本法西斯人體醫學

研究中對人的尊嚴和知情同意的踐踏，2000 年版的《赫爾辛基宣言》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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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任何對人體的研究中，必須讓每一名潛在的受試者充分瞭解研究的目的、

方法、資金的來源、任何可能的利益衝突、研究者所屬的機構、預期的受益、

潛在的風險和研究可能引起的不適。應告知受試者有權拒絕參加實驗或在實

驗過程中有權隨時收回對參加實驗的同意而不遭到報複。在確保受試者已經

明白這些情況之後，醫生應獲得受試者自由給出的知情同意，最好是書面的。

如果不能獲得書面的同意，非書面的同意必須有正式的記錄，並有見證。" 

問題的核心，就是參與基因研究一定要得到本人的同意，而同意的基礎

是知情。知情同意的前提，是不受任何科學、醫學或權威機構的強迫。知情

的內容，既包括研究目的、方法及研究專案是誰出資、誰受益等與研究有關

的所有情況，也包括參與者的利益和權利。要求參與研究要有"自由給出的知

情同意"，體現了重要的帶有實質性的倫理原則，包括對人的尊重，對人的尊

嚴和自主權的尊重。13 

美國政府 1979 年 4月 18日發表的《貝爾蒙報告》，對"保護人體研究物

件的倫理原則和指導方針"，做了更爲具體的規定。除了要讓參與者瞭解"誰

會從研究中受益並承受其負擔"等問題外，關於知情同意的自願，《報告》特

別提出，要求知情同意在"完全沒有脅迫和利誘"的情況下獲得，並解釋說，

利誘是指"過分的、不正當的、不恰當的或不適當的獎勵或其他表示，以便得

到服從。而且，如果調查物件特別弱勢，通常可以接受的誘惑也可能成爲利

誘"。倫理學家們指出，在不發達地區進行人體研究專案，免費體檢、誤工補

助的承諾和措施，也有成爲可以接受的誘惑或利誘之嫌。聯合國於 1998 年

12月批准的《人類基因組與人權的全球宣言》明確指出，生命科學領域的國

際合作中，特別是同發展中國家的國際合作中，必須遵守生命倫理的原則。

而在對生命科學的所有研究中，知情同意是最重要的原則。對於一些研究者

                                                 
13「知情同意」或是稱為「告知後同意」，相關案例可以參照 熊蕾 新殖民主義掠奪備忘錄 2002 

http://southernmongolia.hypermart.net/forum/messages/41927.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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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科學研究的自由的強調，聯合國教科文組織國際生命倫理委員會科技分會

2000 年 6月 14日關於人類基因組研究的基本準則明確宣佈："科學是人類以

追求真理爲目的的智力活動，自由研究是科學的支柱，是思想自由的一部分，

也是基本人權的一個核心。然而科學並不能獨立於社會，而是局限在人類社

會的範圍內。因此，科學研究應當尊重人的尊嚴，應當與社會各方面相互作

用，應當充分理解科學利益和其他社會利益之間可能會有對立或衝突。準則

回顧了第二次世界大戰的慘痛教訓，表示決不能像法西斯那樣以科學研究的

名義踐踏人權。它強調基因多樣化原則，反對基因歧視；強調參與者，即提

供樣本者的權利。它對知情同意有非常詳細的規定，包括要"向參與者充分解

釋並得到他們本人的同意之後，才能採樣"；"同意應以書面表達"；"要求提

供樣本遭拒絕後，不得報復"等。準則反對把基因研究神秘化，提出研究要經

過倫理委員會批准，明示從事任何人類基因組的研究，研究計劃都應事先經

過獨立的、多學科和多元的倫理委員會，從倫理、法律和社會的角度進行審

查。倫理委員會應保證其組織和審議的透明度。它還提出從人類基因研究中

獲得的生物學、遺傳學和醫學等領域的有益成果，都應回報社會。在原則上，

應向社會公佈。 

 對於生命倫理原則，除了制定相關的法律法規之外，一些監督這些原則

實施的機構和組織也相繼成立。在聯合國組織中，有聯合國教科文組織的國

際生命倫理委員會。各國在國家組織、相關之教學醫院及科研機構也建立了

類似的機構。 

 

   2. 知情同意並非只是一紙表格，而是一個告知的過程 

美國國家生命倫理顧問委員會在 2001 年 4月出版的《國際研究中的倫理

與政策問題：在發展中國家的臨床試驗》第一卷，專門有一章論述自願的知

情同意。它提出，"要求在接受參與者參加研究實驗之前，先獲得他們自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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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情同意，是科研倫理的一個根本原則。"自願的知情同意及它所強調的原則

是「科研倫理的中心」。有鑒於越來越多的人體研究專案是在有關法律法規和

監督機制不很健全的發展中國家進行的，聯合國教科文組織國際生命倫理委

員會的有關規定強調，由發達國家資助的國際研究專案，不能因爲發展中國

家的法律和監督機制不健全，當地群衆的自我保護意識不強，就不尊重他們

的知情權利，更不能允許在發達國家不可以做的事，在發展中國家卻是暢通

無阻。美國有關機構也做出規定，由美國資助的國際研究專案，不管在文化

習俗與美國有多大區別的環境裏進行，都必須遵守國際社會一致同意的有關

自願知情同意的倫理標準。對於知情同意，人們通常有一個很大的誤解，以

爲那就是一張表格和當事人的簽字。你若質疑某個研究專案在知情同意上有

欠缺，專案主持人會給你搬出成百上千張簽了字的表格，理直氣壯地聲明他

做到了知情同意，表格就是證明。但是，早在 1996 年，美國、歐洲、日本醫

藥管理機構聯席召開的一個國際會議通過的《臨床實踐指南》，就明確規定：

"知情同意是一個過程，個人通過這個過程在瞭解了決定參與實驗的所有相關

方面之後，自願表達他或她參加該項實驗的意願。"美國生命倫理顧問委員會

特別指出，這個定義的重要之處，在於它強調的是獲得同意的過程，而不是

用書面、簽字等形式獲得文書的過程。"必須區分同意的文件和同意的過程，

不能允許文件本身成爲過程。" 

這就是說，知情同意不能僅憑一紙表格來證明，來取代。檢查、判斷一

個專案是否做到了知情同意，不能僅僅看參與者的簽字，而要看參與者是否"

充分瞭解研究的目的、方法、資金的來源、任何可能的利益衝突、研究者所

屬的機構、預期的受益、潛在的風險和研究可能引起的不適"，要看他們的同

意是否是在充分知情而且完全不受脅迫利誘的情況下給出的，還要看他們是

否瞭解自己在參與過程中的權益。鑒於一些研究者在開發中地區做專案時，

常常借助當地的行政領導或社區權威來謀求參與者簽字同意，有的國家，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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烏干達，特別規定，嚴禁依賴社區領袖動員當地群衆參加需要他們提供血樣

的科研專案。這就避免了群衆會出於對權威或領導的畏懼和服從而在不充分

知情的情況下違心地或盲目地簽字同意。根據國際通行的生命倫理原則，每

個參與者提供的樣本的檢驗結果，屬於個人隱私，必須保密。但是專案本身

則是公開的。要讓"每一名潛在的受試者（參與者）充分瞭解"，就是說，進

行專案的社區裏所有的成員都應當充分瞭解。如果查問在一個地方進行過的

專案，當地絕大多數人都聲稱不瞭解情況，或者不敢談論，那就難免讓人起

疑。 

   3. 知情：靠自己保護權益 

有些研究者對知情同意不大以爲然，認爲它的要求過於煩瑣，實際中不

好操作。他們認爲在很多情況下，專案的參與者在偏遠落後的鄉鎮，教育水

平偏低，很難讓他們明白那些深奧的科學名詞和醫學試驗之緣由。這確實是

一個難題，但決不能成爲敷衍知情同意或是告知同意的理由。此議題的關鍵

是研究者有沒有把參與者看成是與他們自己平等的人(Human being)，是不是

因爲他們受教育程度低，就喪失了知情和選擇的權利！在研究有關知情同意

原則的一些材料的時候，我們可以觀察到一個稱謂的變化，較早的文件如《紐

倫堡公約》和《赫爾辛基宣言》，對參與研究的樣本提供者，是以「受試者」

相稱，英文是 subjects。這個詞的解釋是接受實驗的人、動物等實驗物件。

其實就是意味著受試者等同於動物，如此還有什麽地位可言？當初納粹德國

的醫學研究人員，就是用這個稱謂來指稱供他們做實驗的那些犧牲者。但是

後來，很多文件用「病人」代替了「受試者」，近年國際上通用的稱謂是「參

與者」，英文是 participants；既然是參與者，他做爲人的權利可想而知是不

言而喻的。他們不再是被動的動物般的「試驗對象」，他們與研究者的地位應

當是平等的，所以這個稱謂的變化反映了一種觀念的改變。然而遺憾的是，

一些科研人員在潛意識裏，仍然居高臨下地把參與者看成不過是實驗物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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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對他們沒有應有的尊重。可是他們忽略了一個最簡單的問題：如果參與

者水平低，聽不懂你的高深學問，你又爲什麽偏偏去找他們採集血樣、基因

樣本，要實驗資料呢？研發人員去抽人家的血，還不給人家講清楚試驗的緣

由，這在本質上與當年的法西斯研究人員有什麽不同？一般說來，一個堂堂

正正的科研專案，絕對沒有什麽無法啟齒的道理，更沒有什麽不能公開的資

訊，令人狐疑的就是打著科研的幌子卻要搞一些不正當的研究，例如實驗或

研究會産生高額利潤的新藥研發。這種人體實驗在發達國家要求極苛且成本

極高，越來越難以找到自願的參與者，於是一些發達國家的科研人員把目光

轉向非洲、亞洲和拉丁美洲等偏遠地區。早在 1982 年，就有美國學者出書揭

露，美國中央情報局和軍方曾在五、六十年代斥資從事非人道醫學研究。1996

年牛津出版社出版的《總統顧問委員會最終報告》披露，從 1944 年到 1974

年，美國政府秘密進行了 4000多項非人道的放射性研究。就在幾年前，美國

還有研究人員在發展中國家把活的瘧原蟲注入愛滋病患者體內，來研究這種

寄生蟲能否降低愛滋病毒的感染率。正如前美國駐華使館環保科技處高大衛

坦率地承認的，美國"在知情同意和研究物件的保護方面，有過不太光榮的歷

史，有過黑暗的一頁"。 

所以，在這個議題上不能指望國際上和已開發國家去制定嚴格的生命倫

理準則，並以為他們的科研人員和機構就都會自覺遵守。事實證明，他們對

發展中國家生物樣本的興趣，遠甚於對那裏接受參予者的權益關懷和保護。

那些美妙的生命倫理原則，在當發展中國家人民的權益受到侵害的時候，約

束力就顯得名存實亡了。因此，捍衛生命倫理準則，捍衛民眾做爲科研專案

參與者的正當權益和做人的尊嚴，不僅要靠研究者的道德覺悟，更要靠我們

自己；而知情同意的文件簽署，正是保護我們自己權益的基礎。14 

                                                 
14 針對「告知後同意」的法源依據，可以參考 楊秀儀 「論我國法上告知後同意法則之請求權

處理」，2005 年 6月，「醫學倫理與法律」科技整合學術研討會。該論文主張我國現行法中並未

對「病人自主權」有清楚的定位。並確定「身體權」是消極的防禦權，「自主權」則是積極的請

求權，兩者皆為病人一身專屬之「人格權」，受到我國侵權行為法上第 184條 1項前段之保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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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有學者提出「合作模式」（Joint venture）的概念，主張臨床試驗

工作是受試者與研究者的合夥事業，雙方努力配合已達成共同目標，所以其

關係不同於傳統的「醫病關係」，「合作模式」可以督促研究者做出更加坦白

的說明，並使受試者具備更加主動的決策力，其中雖然雙方的資訊依然很難

獲得平等，但是藉由此「合作模式」，可以促成個人偏好的表達上，達到更為

對等的地位。 

但是，「合作模式」仍有其本質上的侷限，由於操作過程中是研究者對受

試者提出合夥之邀約，這項邀約將涉及要求同意、各項程序之授權、共同分

享資訊，以及雙方平等方式達成合作目的，雙方基於分享決定權(A model of 

shared decision-making)，以追求雙方之共同事業(Common enterprise)；這樣

的過程中不免造成雙方心理負擔，不但令研究者卻步，同時會增加招募程序

的延宕與成本。然而不論「合作模式」有何種缺點，其過程依然肯定並保護

受試者的基本權益，因此值得納入考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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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生物倫理與生技醫藥產業發展的關係 

    當代生物倫理所討論的議題，其中主要包括複製人、胚胎篩檢、胚胎幹

細胞研究、人工生殖技術、代理孕母、器官移植、安樂死等爭議性的話題，

然本論文在討論生物倫理議題的過程中，並不去細部追究相關的法律規範或

道德約束，因為這些議題在宗教界、法律界及社會輿論上全球也有許多學術

單位的學者專家加以探討，本論文所希望探討的重點，主要著重在生物倫理

對生技醫藥產業經濟面具有短期或長期影響的衝擊。 

    今日生物倫理議題儼然已經成為生醫產業無法擺脫的一部分，影響層面

包含研究範圍、發展方向以及社會接受度，並成為產業成功與否的一項重要

關鍵；有些爭議不只影響這項產業的形態與方向，在某些極端的情況下甚至

會導致其發展全面停擺，某些觀察家認為如果沒有妥善處理生物倫理的爭議

，將會造成生物科技革命的崩潰。 

    事實上，沒有任何一個政府能夠停止基因科技發展的全球自由流動，就

現實面而言，生物科技若在某一個地方或國家遭受禁令或妨礙，很自然地該

技術與人力將會移往一個適合生存的地方繼續進行；探尋其原因，主要是以

往沒有任何一個科技發展必須具有如此高度仰賴無形的智慧資本，而這種智

慧資本又具有高度流動性之特性，因此各國政府無法有效控制其機動性，相

反的也沒有任何一個國家能拒絕生物科技潛藏之巨大利益，也因此全球各個

國家不啻投入大量研發經費，帶有深恐無法趕上世界潮流的危機感，持續加

碼生技產業的投資。 

    而倫理問題的爭議，目前在生物科技產業中對此議題保值的態度，似乎

可以拿中國的「長城」做為比喻。中國長城是西元前七世紀時各個封建諸侯

個別修築開啟風氣，主要功能用以抵禦外侮，等到秦始皇統一中國後，便開

始將所有的長城連成一線，以作為防範北方異族侵略的屏障。然而看似用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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良苦的長城修築，美其名僅是一種被動的防衛工具而已，遇到堅決的侵略者

，初期可能會因此而放慢腳步，但是長期而言決不會停止行動。同理，生物

倫理的考量就像是生物科技革命中的長城，在產業發展的過程中具有防衛及

「社會煞車」的角色，但是基於生物倫理考量，很明顯的仍舊無法防堵此二

十一世紀最具潛力的科技革命。 

    所以，長城終究無法保衛中國免於異族的入侵，觀察秦代之後的中國歷

史發現，除了多次受到外族入侵外，甚至還遭臨內部異議者的破壞。同理，

在生物科技發展的案例中，參與討論的各方論點必須確定最後決議必須能夠

更有效的達成他們的目的，以促進產業永續發展，而非導致產業的崩潰；有

權決定生物科技產業法規的政治人物或國際人士，必須了解到除非他們擁有

全球性的權力，否則制定相關規範仍是徒勞無功。並且針對這些倫理爭議的

議題上，應該排除不當的人為操縱，而且不會嚴重限制具有突破創新的研究

發展。另外，站上產業面而言，對於社會引發之懷疑與反對的合理疑慮，產

業必須保持開放與審慎的態度加以回應，意即必須審慎處理此「顧客關係管

理」之緊張性，也就是說必須將高科技的技術或知識以科學普及知識的方式

廣為宣傳，讓大眾能夠在有效的知識流通管道下獲取正確的科普知識，畢竟

消費者的接受度會絕對影響產業的發展。因此各方都必須謹記，這些倫理爭

議必須落實在理性的前提下塑造這項科技革命的未來，而不是處處阻撓其創

新進展。 

然而從幾項生物產業爭議中我們不難發現，這些爭議除了基本權如人性

尊嚴，會引發大眾強烈的爭議外，其他多半是有關公有權與私有權的分別，

換句話說就是「產權」的問題，此問題在歷史中屢見不鮮，從農業時代開始

就是公共論壇中討論的焦點，因此針對產權之議題特別在此加以描述，以深

究生物倫理與產權的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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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從個人產權演變到身體產權 

在農業時代，討論的是私人財產、土地、租稅、勞工及公民權等，其中

基本的爭議是私有財產的問題；當時土地所有權幾乎由富有的貴族或是統治

階級所把持，當財產權移轉至個人所有的觀念，乃是中古時代平民政治抗爭

的主要訴求。然而個人擁有財產後，開啟了科技的發展，同時並鼓勵創新，

在本身成為所有人之後，人們進行投資以改良自己的財產，並不段找尋新方

法加以精益求精，資本市場之經濟制度於焉形成。 

雖然關注的形式有所不同，這些關注的核心議題「財產權」仍舊延伸到

工業時代，特別是有關產權的議題如資本控制、管理階層與勞工權利，以及

生態環境的管理，這些爭議使得世界依據意識形態區分成許多區塊，形成西

方資本主義民主體制對抗所謂的工人天堂之共產主義。這些工業時代浮現的

問題，其中影響最具的將是科技對實質環境的嚴重衝擊，並引發全球生態環

境所有權歸屬的爭論，也因此數百份國際環境議題條約得以簽訂，雖然並非

所有國家均參與其中，但是至少也獲得大多數國家的認同。 

到了資訊時代，又引發了不同的疑慮。主要議題如資訊富有者與資訊缺

乏者的鴻溝逐漸加深，並引發智慧財產權保護的議題。另外，資訊與個人隱

私的疑慮也是資訊時代的焦點議題，然而這些充其量仍就沒有脫離「財產權

」的範圍。如何保障個人財產權以及無形的知識產權，在資訊時代來臨後其

保護更是不遺餘力。 

到今日即將邁入生物科技的時代，同樣仍會製造「財產權」的議題。以

往的時代，問題總是和該時代的社會、文化、信仰和經濟發展相關，參與討

論者雖然各有各的理論與邏輯思考，縱使帶有許多情緒性成分，然而這些問

題沒有任何一個觀點會威脅到當時的科技發展，但是相反的，在生物科技的

時代，特別是針對倫理面的議題卻已經產生大不相同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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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今日，無機材料的應用如小分子醫藥或農藥，其發展比較不受到大

眾的關注，然而眾人的關注焦點幾乎全部集中在操控有機物質的問題。有機

物質以分子大小作為區分，小從核酸、蛋白質、醣類、脂肪酸，大到細胞、

組織、器官、系統及生物個體，因此這些生質(Biomaterials)是這個議題上引

發爭議所涵蓋的範圍。因此，生物倫理與生技醫藥產業發展最主要的兩個層

面，一是人體檢體取得的合法性，二是人體臨床試驗必須遵守的倫理規範。15 

 

 

 

 

 

 

 

 

 

 

 

 

 

                                                 
15 生物倫理與生技醫藥產業發展的關係，其中生物倫理議題所引發的「社會障礙」或「社會煞

車」的角色最為嚴重，其中例如引發道德上的恐懼與專利的爭議。 

從 1970年代起，DNA重組技術的發展即引發社會的不安；到了 1998年，威斯康辛大學首先提出

分離胚胎幹細胞，社會煞車的影響導致 2001年布希總統決定限制美國聯邦對於已有的細胞株提

供經費，進而影響科學發展與產業競爭力。 

相關議題可以參閱：法蘭西斯.西蒙 等。打造全球生技品牌。2005 天下遠見出版社。p14-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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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與生物倫理議題相關之組織 

   1.國際組織 

  國際生命倫理委員會 

隸屬於聯合國教科文組織 ( UNESCO )，成立於 1993 年，最主要的目的，

是負責觀察研究生物技術所帶來社會及及倫理的衝擊，尤其在基因工程及

分子生物方面，同時對可能造成的社會問題提出警告。網站中有關於生物

倫理各項議題的研究報告，以及歷屆會議的演講內容與討論，資料相當的

豐富，其中以各種生物技術來分類的方式，讓人相當容易瞭解目前的生物

科技發展及衝擊為何，對於想要入門或進一步研究生物倫理的人士是個相

當有用的網站。 

  歐洲醫療倫理資料庫 

這是由法國、德國、荷蘭及瑞典四個國家共同合作建構的倫理資料庫，可

同時利用四國的資料庫搜尋你想要的生物醫學相關之倫理資料，相信必然

會加速資料的搜尋。 

  人類基因體計劃之倫理、法律、社會問題中心 

此為美國「人類基因體計劃相關資訊」網站下的一個研究主題，當初在發

展基因體計畫時，便規劃其中的部分金費用於研此計畫造成的倫理社會之

影響，此主題中資料相當豐富。 

  美國國家生命倫理建議委會(NBAC) 

此為美國前總統柯林頓任內成立的「國家生命倫理諮詢委員會」之網站，

不過現在該委員會已經解散了。其過去主要工作是負責進行生命科技對於

倫理衝擊之研究，以及提供政府制定生技政策時的相關建議，柯林頓任內

主張開放胚胎幹細胞研究就是在聽從該委員會之調查報告後決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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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英國人類基因委員會(HGC) 

英國政府的科技諮詢機構之一，其主要工作是研究及評估基因科技研究對

於人類所造成的影響，尤其是和人類健康及社會道德層面相關之議題。 

 2.研究機構 

  美國喬治城大學的倫理研究機構 

在網站上擁有相當豐富的生命倫理之資料及資源，除此外網站還可進一步

連結到美國其他重要的生物倫理網站，以進一步查尋更多的資訊，是生命

倫理之研究人士應該拜訪一下的網站。 

  美國賓州大學的生命倫理研究中心 

該中心所成立的網站，介面相當的優美，本來該單位只打算成立網站，但

後來因內容頗受歡迎因此還發行了紙本期刊。網站中從生命倫理的入門介

紹到各種醫藥及生物科技可能會造成的倫理衝擊都有相當詳盡的解說，除

此之外最棒的是網頁還提供最新的相關新聞，相當值得大家前來一覽。 

  美國紐澤西州立大學 Robert Wood Johnson 醫學院 

該醫學院之 Department of Environmental and Community Medicine 之網

站，站上提供國際間和生命倫理相關之重要活動訊息。 

  日本筑波大學生物學院倫理研究所 

該研究所之網頁， eubios 代表英文的 good life 之意 。網站上可以查詢

生物技術最新資訊與相關政策、會議、書籍等資料，另外還設有相關網站

之連結，想尋找相關資料的又看得懂日文的朋友不妨到此參觀。 

 3.民間團體 

  美國生命倫理及人類學協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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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是美國相當有名、規模龐大的生命倫理學與人類學組織。網站建立於

1998 年，站中除了介紹此組織及出版物外，更收集相當豐富的網路連結

資源。 

  Society – Religion 技術研究計畫專案 

這是由蘇格蘭教會的 Donald Bruce 博士指導，負責科技倫理研究計畫之

網站，主要在探討科技對於人類生活所造成的影響。在網頁左方可以選擇

不同的研究議題，光生物科技方面就有基因工程、基因轉殖動植物、異種

器官移植、複製技術、人類基因以及專利等項目，資料極為豐富，在此可

以瞭解科技對於倫理所造成的衝擊及影響。 

其他與「生物倫理」相關之組織或是論壇還有很多，相關訊息之獲得除了

上述內容之外，尚可參閱本論文之附錄 7：倫理規範及宣言參考資料 (摘錄自

國家衛生研究院網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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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生物倫理案例分析 

案例 1、摩爾判例： 

1975 西雅圖有個名叫約翰.摩爾(John Moore)，因為罹患了髮狀細胞性白

血病(Hairy cell leukemia, HCL)，於是他來到加州大學醫學中心就診，並遵從

古德(David W. Golde)醫師的建議同意接受皮膚切除手術等醫療處置。手術後

他回到西雅圖，數月後他己經痊癒了，然而接下來的七年，古德醫師要求他

定期必須飛回洛杉磯回診已追蹤病情。摩爾認為追蹤檢查有益於身體健康，

加上擔心白血病復發，所以長久來一直都很配合。然而對古德醫師而言，其

關心的不只是摩爾的健康，由於摩爾血液中存在一種針對白血病的抗體，該

抗體具潛力衍生出龐大的市場醫療價值，古德醫師也將此特殊物質申請專利

保護，這位古德醫師更和波士頓一家生物科技公司簽約，預估可以藉此專利

授權獲得市值三百萬美元的股票；根據報導，瑞士的山德氏藥廠(Sandoz)已經

付出一百五十萬美金做為權利金，以生產摩爾的細胞株(Cell line)，古德醫師

於專利中將這此細胞株命名為「摩爾細胞株(Mo-cell)」。 

加州醫學中心的古德醫師不僅要他抽血，更進一步採取他的骨髓、皮膚

、精子等樣本。摩爾不禁懷疑身上的細胞組織已經在不知情的情況下遭人利

用，最後摩爾發現他的細胞竟已變成美國專利第 4438032 號的產品，因此摩

爾便向法院控告古德醫師「業務過失」和「侵占財產權」。摩爾認為他的身體

主體遭到侵犯，身體受到剝削，組織被人製成商品；他更指稱：「古德醫師宣

稱我的人格以及我的基因是他們的發明，也是他們的財產，簡直就是把我當

成一座金礦，我被人宰割了!」 

結果洛杉磯郡高等法院法官很快就因太過奇特為由，駁回整個訴訟案。

但摩爾仍不放棄，於 1988 年向加州上訴法院再次對古德醫師提出控訴。1990

年加州最高法院審理摩爾的案子時發現，以往我們認為人體軀體有別於精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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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心靈，沒有什麼價值，只是勞動力的來源罷了，但是最近才開始發現人體

價值之高，令人嘆為觀止。因此法院判決醫師應在手術之前善盡「告知後同

意」的義務，但從病人身上切下來的身體組織可供研究之用，因此認為被告

並無強占摩爾的組織。也就是說，摩爾並無自己身體的「財產權」，研究利益

歸醫師和生物科技公司所有。法院表示，為了鼓勵生物科技產業的發展，如

此裁決有其必要，否則生物科技的未來將岌岌可危。 

三位最高法官之一的莫斯克（Stanley Mosk）則有異議，他擔心生技醫

藥公司將因此「有恃無恐地為了自己的經濟利益，任意剝削病人的組織，堂

而皇之以病人的身體為金礦，自由開採有價值的部分。而科學研究的目標如

果變成牟利，而把參與研究之病人權益排除在外，這是不合理的。」  

法官布魯沙德(Broussard)也寫道：「就多數法官的見解而言，生物材料已

經落入市場，細胞來自原告，但是原告卻不能從細胞價值中獲利。另一方面

卻允許被告用不當手段竊取原告細胞加以佔有、利用，並獲得最大經濟效益

，卻不必受到普通法(Common law)中強占的責任約束。」 

在這個生物科技突飛猛進的年代，人體組織的價值也跟著水漲船高。莫

斯克的擔心是有道理的。1980 年代，美國聯邦法（Federal law）出現重大改

變，在「拜杜法案」中鼓勵企業界在學術研究上投資，特別是有利可圖的生

物科技產業。開始施行法律後也允許大學的醫學研究人員從研究中獲利，即

使是用公家經費進行研究。1980 年美國最高法院曾做出裁決，表示學術界、

政府機構的研究人員和生物科技公司，都可為新開發出來的生物產品申請專

利。由於此關鍵性的判例，自此大家爭先恐後發表研究結果，申請專利也不

落人後。當然，細胞株和研究計畫中的基因也成為所有權爭奪的焦點。由於

人體組織商機無限，像摩爾這樣的人就成了人人垂涎的寶藏，並喚醒日後之

「研究用人體檢體彩及與使用注意事項」之規範，如附錄 1。  



 107

案例 2、愛因斯坦的大腦： 

1955 年 4月 18日，愛因斯坦因為腹部主動脈瘤破裂，因而與世長辭，

由於愛因斯坦生前表示其死後必須火化，不願成為後人祭祀崇拜的偶像，因

此骨灰拋撒的地點與時間並未公開。由於愛因斯坦之個人信仰，他認為別人

沒有權力窺探他的隱私，因此愛因斯坦不希望死後要蓋什麼紀念堂或是博物

館。祭典過後，他的家人以為他的遺體已經全部火化，其實不然。 

解剖愛因斯坦遺體的普林斯頓醫院病理科醫師哈維(Thomas S. Harvey)

，在遺體火化前擅自摘除愛因斯坦的大腦，並切成一百七十片組織切片作為

私藏，方便其觀察與研究。因此想要探究愛因斯坦的大腦組織的人都必須經

過哈維的同意。哈維曾把愛因斯坦的腦組織切片分送給十二個以上的科學家

，並堅稱愛因斯坦必然會同意將自己的腦交給後人去研究，然而他的說法可

議之處太多，並且有許多證據可以反駁。在愛因斯坦過世以前，哈維有相當

多的機會取得他本人的同意，他常常在普林斯頓的病理實驗室分析愛因斯坦

的血液，也去過愛因斯坦的家中幫他採血，然而哈維醫師卻從未在當時取得

愛因斯坦死後大腦的研究許可以及告知同意。愛因斯坦不像二十世紀初的名

醫歐斯勒 (S.W. Osler) 志願死後把自己的身體獻給科學，反之他希望自己的

遺體火化，以避免成為科學研究的對象，愛因斯坦對於自己的「肖像權」及

「文字所有權」的保護設想頗為周到，他把這些權利交由以色列耶路撒冷大

學來處理，然而在這些文件中愛因斯坦絲毫未提及要把自己的腦留下來供科

學研究的意願。其實就在愛因斯坦死前幾個月還曾經寫信給位她寫傳記的作

家西利格，表示他決定不把自己的身體獻給科學，避免其死後的身體變成一

場科學秀。就道德或法律層面而言，為什麼哈維或是其他病理科醫師，有權

宰制病人的身體組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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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案例 3、送子醫生偷卵記 

    喬吉夫婦來自菲律賓，兩人結婚多年一直為無法生子所苦惱，因此兩人

為了生子不惜投入重金飛抵美國加州大學爾灣分校的生殖醫學中心，找聞名

的送子醫生艾許(Richardo Asch)，一圓兩人生子的美夢。艾許的專長就是輸卵

管內精卵植入術 (Gamete Intra-fallopian Transfer, 英文縮寫剛好是 GIFT)，

1984 年世界首例「禮物嬰兒」就是他的傑作，因此他是這項技術的先驅。喬

吉夫婦為了這次的不孕症治療花了三萬美元，喬吉太太在治療過程中必須先

服用排卵藥，使卵巢排出較多的卵子以供收集，然後再和先生的精子在體外

混合後，最後再植入太太的輸卵管內；但是第一次結果失敗，喬吉太太並沒

有因此而懷孕。在手術過程中，艾許醫師並沒有徵求喬吉太太的同意或是讓

她知情，就把從她體內取得多餘的卵子擅加利用，並偷偷將卵子植入另一位

婦人的身體中而懷孕，然而該婦人以為這卵子是有人同意捐贈的。多年後喬

吉夫婦才發現該名婦人生下雙胞胎，之後喬吉夫婦向法院提出「探視權」的

請求，要求探視這對已經八歲的雙胞胎的權利，因為這對雙胞胎是利用喬吉

太太那些被偷竊的卵子經過進一步受孕所生下來的。 

    法院經過進一步追查發現，喬吉夫婦並不是唯一的受害者，還有很多夫

婦遭殃。從艾許醫師收集的相關病例顯示，來到加大爾灣分校醫學院生殖醫

學中心接受治療的夫婦當中，總共有一百多對以上有卵子或胚胎遭竊的情勢

發生，因而導致八十四件以上的民事訴訟案產生。很多受害人表示他們有被

「強暴」的感覺，覺得身體中最私密的一部分被侵佔且強行帶走了。直至 1999

年 7 月為止，加大校方因為沒有善盡監督之責，已為這些訴訟花了一千九百

萬美元，且至今尚未完全了結。16 

 

                                                 
16 其他生物倫理相關案例，還可以參閱：蘿莉. 安德魯斯 等著。出賣愛因斯坦：人體組織販賣

市場。2001。時報文化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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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案例 4、南非政府進口抗愛滋藥物學名藥侵犯專利權的訴訟案 

    生物科技與智慧財產法律的結合，對醫療保健造成巨大衝擊，導致嚴重

的醫療倫理問題，還牽涉到當今政經結構的弊病與人類社會發展前景等重大

議題。這就是前一陣子四十二家國際大藥廠聯合控告南非政府進口抗愛滋藥

物學名藥（Generic drugs）侵犯專利權的訴訟案。    

    南非如果用西方原廠出品的藥物進行雞尾酒治療，平均每人一個月要花

費約兩萬台幣費用，目前南非全國約有四百二十萬愛滋帶原者，估計其中只

有一萬人左右付得起這個治療費用。更慘的是每年約有五萬名左右的新生兒

，因為孕婦沒有得到抗愛滋藥物治療，而經由垂直傳染得到愛滋。有人估計

在 2010 年南非人口平均壽命將因愛滋病而減少二十年。 

    目前印度的 Cipla 藥廠以及巴西與泰國的藥廠，都有生產便宜的抗愛滋

病毒以及治療愛滋病併發症的學名藥。以抗併發感染的藥物 Fluconazole為例

，獲得諾貝爾和平獎的「無國界醫師」組織（Médicine Sans Frantièrs）指出

，輝瑞（ Pfizer）原廠在肯亞的售價是 10.56 美元，在南非的售價是 8.25 美

元，然而 Cipla的售價卻只有 0.64美元。輝瑞的另一個抗霉菌感染藥物 Biozole

在南非售價是 9英鎊(450台幣)，在泰國的學名藥售價卻只有 15 便士(台幣七

塊半）。由 stavudine、 lamivudine、 nevirapine 組成的三合一雞尾酒藥劑，

Cipla以原廠價格 4%的價錢賣給非洲政府、以 2.3%的價格賣給在非洲設診所

的「無國界醫師」。 

    巴西就是靠學名藥成功控制愛滋病危機。Tina Rosenberg在紐約時報雜誌

（New York Times Magazine）的報導指出，九零年代初巴西人口的愛滋病感

染率高達 2.5%，共有三百萬人帶原。88 年當時剛取代軍事獨裁政權的民主政

府，在 91 年大膽決定不理會國際貿易協定，大量進口和生產學名藥，並以世

銀（World Bank）九四年提供的一億一千五百萬美元的貸款來購買抗愛滋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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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訓練醫療人員，提供患者免費治療。這個做法使得巴西愛滋病患的住院時

間與次數大減，併發症的發生減少，死亡率也減低 38%。估計巴西因此得以

節省兩億九千一百萬美元的醫療與福利支出。 

    對於這種藥品售價不合理的狀況，南非在九七年修改藥劑法，賦予政府

與個人進口學名藥應付緊急狀況的權利。現在南非可能動用這個權力，藥廠

害怕南非的作法造成先例，將威脅到國際專利法體制，而對其未來利益造成

損害，因此提出控告。這個訴訟案也引起眾多非洲國家的注目，在全球約三

千四百萬愛滋帶原者當中有兩千五百萬是下沙哈拉（sub-Saharan）非洲國家

的人民，而其中只有約兩萬五千名患者得到抗愛滋病毒藥物的治療。除了缺

少基本醫療設施與醫護人員之外，無法負擔藥價是造成這種狀況的主因。 

    這個訟案引起了外界強烈反彈。即使世貿組織（WTO）執行的「智慧財

產貿易協定」（TRIP, the Trade Related Intellectual Property agreement ）規定嚴

厲，也都還有但書，容許國家在緊急狀況下可以強迫授權或平行進口學名藥

。如果南非與其他非洲國家的愛滋病問題不適用這條但書，那這世上還有什

麼算是「緊急狀況」？獲得諾貝爾和平獎的「無國界醫師」組織不能苟同藥

廠此一作法，國際慈善組織「樂施會」（Oxfam）更發起要求藥廠降價的運動

。訴訟期間世界各國都有社運團體到這些藥廠示威抗議，輿論也強烈抨擊藥

廠。【華盛頓郵報】與英國的【衛報】都作出系列調查報導，對這些藥廠提出

深入的批判。知名政治小說家 John le Carré不只撰寫數篇文章批評跨國藥廠

與生物科技公司，還在最新小說<<The Constant Gardener>>讓這個產業扮演超

級大反派。各國政府中，只有極力塑造親商形象的英國布來爾新工黨政府公

開出面支持藥廠。耶魯大學學生也與「無國界醫師」結盟、在校內進行示威

，要迫使校方修改讓 Britstol-Myers Squibb藥廠獨家使用該校研發的抗愛滋藥

d4T（亦即 stavudine，商品名 Zerit）的合約（耶魯每年由此合約賺進四千萬

美元），以使非洲國家能使用該藥的學名藥。學生此舉得到了該藥發明人普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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索夫教授（William Prusoff）的支持。 

    這個官司之所以引起這麼多團體的義憤，是因為它讓人覺得這是貪婪的

富人想犧牲窮人性命來賺更多錢。根據英國【衛報】收集的資料，全球五大

藥廠去年營收如下：輝瑞，營業額 226 億美元，利潤 64 億 9 千萬美元；

GlaxoWellcome SmithKlineBeecham，營業額 228 億美元，利潤 76 億美元；

AstraZeneca營業額 158億美元，利潤 41億 1千萬美元；Aventis營業額 148

億美元，利潤 28億美元；諾華（Novartis）營業額 102億美元，利潤 41億美

元。一方是全球最貧窮的國家染上致命疾病的病人，另一方則是富可敵國的

跨國企業。這些公司的總值是所有下沙哈拉非洲國家 GDP總和的兩倍。 

    提出告訴的藥廠對其行為當然也由所辯解。他們表示願意在非洲大幅降

低藥品售價，然而批評者指出藥廠降價後的價錢仍超過非洲民眾所能負擔，

也還比學名藥價錢高出甚多。大藥廠說研發新藥耗費成本很大，生產學名藥

的海盜藥廠不勞而獲，當然成本可以壓低。如果智慧財產沒有保護，那就沒

人願意花錢研發新藥了。但這說法也受到反駁。「無國界醫師」指出以 Combivir

組成中的 AZT 和 3TC 這兩種藥為例，它們都是老藥，成本早就回收了，況

且 GlaxoWellcome 研發這兩種藥時都有受到美國的公共基金的補助。波士頓

地球報九八年的調查報導指出，美國國家衛生院（National Institute of Health

）在九六年花了十億美元的納稅人錢在研發藥物和疫苗上面，卻只向藥廠收

了兩千七百萬美元的權利金。因此藥廠沒資格拿研發經費當藉口。批評者也

指出大藥廠的花在行銷與廣告上的錢，比研發的經費還來得多。而且 90%的

新藥是藥服務已開發國家能付得起錢的人，這些人只佔全球人口 10%。    

    在各界龐大壓力下，這些藥廠終於撤回告訴。關鍵之一，是審理的南非

法院，要求藥廠提出他們訂定藥價的決策依據的相關文件。這裡有許多「商

業機密」是藥廠所不願透漏的。外界有人揣測，若公佈這些資訊，不只影響

藥廠官司勝算，而且將對其形象造成重大傷害，這是藥廠最後全面撤守的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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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之一。不論確切原因為何，這個官司總算是以對非洲患者較有利、外界多

數認為符合公平正義原則的結果收場。【衛報】等媒體稱這是「窮人的勝利」

。 

    然而，事情並未就此了結。跨國大藥廠挾財力而來的政治影響，正在全

力反撲。過去兩年製藥工業在美國透過其「製藥研發協會」（Pharmaceutical 

Research and Manufacturers Association），花費了兩億三千六百萬美元進行政

治遊說。在被大企業的錢送上總統寶座的小布希執政下，其影響力只會有增

無減，因為 2000 年「製藥研發協會」一改過去對兩黨平均下注的慣例，把兩

千四百四十萬美元獻金的 70%捐給了共和黨。在布希團隊中，經理與預算辦

公室（the office of management and budget）的主任Mitch Daniels，原先就在

Eli Lilly藥廠任職，另為兩位布希政權交接團隊的成員 Anne Marie Lynch與

Bill Walters，過去則是「製藥研發協會」成員，有「旋轉門」利益輸送之嫌

。 

    WTO「智慧財產貿易協定」（TRIP）容許國家在緊急狀況下可以強迫授

權或平行進口學名藥的但書文字模糊，大藥廠正設法使 WTO 對此但書作進

一步更嚴格的規定。在莫克與輝瑞的遊說下，美國政府在 WTO 針對巴西生

產抗愛滋學名藥提出仲裁要求。此外美國也無視 TRIP但書，在未經WTO仲

裁的情況下就以 301條款對十六個國家提出貿易制裁威脅。 

    過去第三世界國家大多沒有所謂專利法，此所以印度、泰國等國有蓬勃

的學名藥製藥業。但是在 WTO 於九五年成立之後，就開始將美國那套嚴苛

的智慧財產規定強加在世界各國。現在所有會員國都必須服膺這套規定，只

有少數最貧窮的國家可寬限至 2006 年來達成要求。研發藥物享有二十年專利

權保護的規定，有不少評論者認為不合理，是讓大藥廠獲得壟斷暴利。「樂施

會」就認為訂二十年時間沒有任何經濟依據，純粹是大藥廠影響下的產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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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直到二十世紀後期之前，在人類數千甚至數萬年的技術史和文明史當中

，「模仿」一直是技術傳播的主要方式，農耕作物、輪子、造紙術、印刷術、

火藥等等改變文明的技術都是如此。技術發展在不同區域、族群與國家之間

，容或有先後，但後進者還有機會透過模仿，而能快速得到這些技術好處。

現在所謂的「知識經濟」資本主義體系，美國為首的已開發國家將智慧財產

的法律規定，透過世貿組織的跨國組織，加諸世界各國。結果很可能是貿易

的利潤將只會從貧窮的技術後進國家流向先進國（因為前者要花大錢買專利

產品與付權利金），而不會有相反的流向。結果不只導致貧富差距加大，而且

技術差距也會越來越遠（窮國再也無法使用「仿冒」的技術）。以人為設計來

刻意加大國際不平等，並有一套法律論述加以正當化，還有 WTO 這個國際

組織在全球執行，這種狀況是人類歷史前所未見的。這會對全球未來發展產

生怎樣的影響，實在令人擔憂。在台灣一片知識經濟熱當中，這些問題嚴重

地缺乏討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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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例 5、抗癌藥物試驗沒有獲得「知情同意」 

    2001 年，有若干美國生命科學研究專案引起爭議，甚至被提起訴訟。該

年 11月 16日出版的美國《科學》雜誌報道，美國霍普金斯大學因一位研究

人員被指控在印度"不正當地實驗了一種抗癌藥物"，而禁止她主持將來的實

驗。在此之前，印度媒介在 7月間曾報道這位元名叫 Ru Chih C. Huang的生

物學家在印度進行的一項口腔癌研究中的問題，使其所在的霍普金斯大學倍

受攻擊。 

    之後，該大學組織了一個專門委員會調查發現，實驗沒有得到學校審核

委員會和美國食品醫藥管理局的的必要批准，沒有經過充分的動物實驗，也

沒有充分的知情同意。在這之前，美國《華盛頓郵報》報道說，美國聯邦政

府已通知霍普金斯大學，讓該校無限期擱置所有由聯邦政府資助的涉及人體

的醫學研究，這些研究專案的資金超過 3 億美元。其原因，就是這些在海外

進行的研究專案有倫理方面的問題或爭議。一事件並不是孤立的。據《紐約

時報》、《華盛頓郵報》等美國報刊報道，2001 年 8月 29日，30個尼日利亞

家庭在紐約聯邦法院向美國制藥業巨子輝瑞公司提起訴訟，控告該公司 1996

年在他們的孩子身上進行的一次抗生素臨床試驗有悖倫理。 

    原告說，輝瑞公司未經當事人同意而在他們的孩子身上試驗新藥。該公

司對 100 名尼日利亞兒童使用特羅凡，確定一種從未在兒童身上試驗過的藥

物對治療腦膜炎是否有效。同時，又對另外 100 名兒童用通常的腦膜炎藥物

做對比試驗，但是據說用藥量低於建議標準。結果，被試驗的兒童有 11名死

亡，餘者出現大腦損害、部分癱瘓或耳聾等症狀。輝瑞聲稱，在尼日利亞的

特羅凡試驗中死亡的人數，低於腦膜炎傳染病的總死亡率，試驗是有利於大

多數病兒的善舉，並不是只顧迅速獲取臨床資料。 

    但是起訴書中控告輝瑞藥廠利用當地行政和醫療危機引起的混亂，在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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童身上進行有潛在危險的抗生素特羅凡的試驗，這是輝瑞在別的地方不容易

做到的。輝瑞讓尼日利亞兒童參加未經驗證的新藥試驗，事先既未得到他們

的知情同意，也未向這些兒童或他們的父母說明所建議的治療是試驗性的，

他們可以拒絕試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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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案例 6、胚胎幹細胞實驗的倫理省思 

    自二十世紀開啟分子生物學研究以來，隨著現代醫學知識與生物科技的

突飛猛進，對於目前仍折磨病人、醫師束手無策的諸多疾病問題，人們越來

越有信心，藉著現代科技的幫助，希望終有解決之道且時日不遠。當然在這

股樂觀自信的期盼下，各種應用生物科技以醫治病人的構想與研究計畫乃不

斷地被研發出。其中 2004 年 8月 16日，英國政府主導的一個醫學專家小組

更為此發表一篇有關醫療選殖（Therapeutic cloning）的評估報告，文中認為

人類胚胎實驗在醫學用途的潛在好處勝於它所引發的生物倫理顧慮，並建議

政府修改法令，容許複製人類胚胎及使用人類胚胎做為研究幹細胞的來源，

希望日後能製造出人類的器官組織以醫治病人。很快地英國政府回應此申請

並願意接受此項建議，決定於 2004 年年底前送交議會討論定案。緊接著，美

國政府也傾向贊成，在醫療研究上允許複製人類胚胎以從事胚胎幹細胞的實

驗，顯然全世界政府對於胚胎幹細胞的研究，於 2004 年開始，已經出現將法

律鬆綁的傾向。 

  然而，面對這股人類胚胎幹細胞的醫學研究熱潮以及英美政府的處理傾

向，其中尚有很多茫然、困惑、質疑、甚至反對的聲音出現，例如天主教會

已非常清楚地表明反對的立場。故為了對此課題的高爭議核心有一透徹瞭解

，並幫助我們清楚某些團體反對的理由，使我們因而能適切地分辨、選擇出

合乎倫理道德的立場。在此先就醫學科技層次對醫療選殖及幹細胞的潛在醫

療好處做一基本介紹；進而對於這股要求「在醫療研究上，合法從事無性複

製胚胎及使用胚胎來研究幹細胞」的聲浪與強大趨勢做一倫理省思。 

    由於幹細胞研究是當代醫學科技發展之熱潮，因此對於相關名詞如選殖

、醫療選殖及幹細胞等在以下做一簡述：  

1、選殖(Cloning)  

  選殖（亦稱克隆、無性繁殖；在桃莉事件後，最為一般人耳熟能詳的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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呼是「複製」）指涉兩種不同的程序：胚胎選殖（Embryo cloning）和成體細

胞選殖（Adult cell cloning）。其中，胚胎選殖是指以人工方式從處於卵裂階

段的胚胎中分離出一個或多個細胞，然後加以培養、發展成具有相同遺傳訊

息的多個胚胎之醫學技術。由於它的操作機制雷同於自然的雙胞胎發展，故

亦稱為人工雙胞胎化（Artificial twinning），目前的技術已成功的施用在多種

動物的育種上。至於成體細胞選殖是指將某成體細胞的細胞核置換到一個去

核的卵細胞中，進而啟動胚胎發生程式，進而發育出一個與原先成體具有相

同「遺傳訊息」的新個體。此無性繁殖技術，因 1997 年 2月英國羅斯琳實驗

室成功培育出桃莉(Dolly)羊而成為科學研究的熱門話題，如今科學家藉此技

術特別著眼於發育控制之研究及其在醫療用途上的應用，因而也引發倫理上

的重大衝擊與爭議。 

 

2、醫療性選殖 (Therapeutic cloning)  

  醫療性選殖的目的是希望藉著對細胞分化機制的瞭解與研究，以選殖(

即無性繁殖)方式製造出能夠治療病人所需要的人體器官或組織。其施行過程

一般包括兩大步驟：第一為成體細胞核選殖：從病人的體細胞取出細胞核或

遺傳物質後再置換到一個去核的卵細胞或胚胎中；第二步驟從胚胎萃取出幹

細胞並加以調控培育出病人所需要的器官，但在萃取胚胎幹細胞的過程中，

重點是胚胎將被犧牲掉，引發倫理爭議亦就在於此。  

  至於整個醫療選殖構想若要具體化，尚有一些必須被克服的技術問題存

在，其中包括：在實驗室萃取、培育幹細胞時，如何做到無損幹細胞的完整

性、如何避面並源污染、如何刺激調控幹細胞分化成病人所需要的某一特定

組織器官。  

 

3、幹細胞 (Stem cells)  

  幹細胞屬於非特化細胞（Unspecialized cells），它們存在於胚胎、胎兒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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織、出生嬰兒的臍帶血、臍帶及某些成人組織（例如腦、骨髓）中，是生物

體內尚未分化成特定細胞型（例如神經、肌肉、骨骼、結締⋯等細胞）的最

根本細胞，因此具有進一步分化發展成特化之細胞、組織與器官的潛能。因

此利用幹細胞培育出病人需要的器官乃被科學家視為未來醫療上的一大突破

，且是病人的福音。例如，可以為糖尿病病患製造出可以正常分泌胰島素的

人類胰臟細胞，或是為下半身癱瘓的殘障者回覆神經功能，讓四肢能夠行動

如往常的美夢等。此外，在結合無性複製科技（甚至加上基因治療技術）的

情況下，希望更能製造出無需擔心異體排斥，具有病人自身遺傳訊息的正常

所需器官。 

  因此，在促使科學進步、救助受苦病患的意向與目標下，探索幹細胞分

化機制的奧秘，並期望做到能隨研究者控制特定器官的生成，乃成為現代醫

學研究的新熱潮。加上體外受精及無性生殖技術的發展，胚胎更因而被科學

家視為研究幹細胞最便捷、最具潛力的研發材料。17  

    「胚胎幹細胞實驗」的生物倫理爭議中，常常聽到打著「製造器官以醫

治更多病患」的旗幟，確實很令人振奮，並使人對胚胎幹細胞實驗懷抱許多

憧憬。但是在科學進步、救人助人等正面、積極的成效背後，事實上卻隱藏

著我們該勇於面對，審慎思量的生物倫理課題。在思考此一議題前，我們或

許可以先問自己：「是否能接受二次世界大戰中，日本科學家在中國境內施行

的活人實驗，以及德國納粹對猶太人所進行的人體試驗等行徑？」尤其當你

知悉他們的實驗成果對於科學及醫療進步有所貢獻時，你會因此接受嗎？你

會就此認可日本 731 細菌部隊，為了瞭解人體的抗壓、抗凍忍受力，而將活

生生的人施以極高、極低壓與極冷處理，為了觀察疾病的感染與發病機制，

並在食物用水中加入細菌、毒物，以及將動物的血注射至人體以觀測其引發

                                                 
17 相關介紹胚胎幹細胞研究、醫療應用以及該議題引發之倫理爭議，請參閱：陳宜中。胚胎幹

細胞研究的倫理爭議。2002。354 期。科學發展。p 4-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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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生理反應⋯等行為嗎？若你認為這種種行徑是可怖與滅絕人性的，而選擇

不可接受，那反對的理由至少已蘊含著兩個基本倫理原則，即 (1)人不是工

具，人是目的性的存在，是自我實現的目標；以及 (2)不可殺害無辜的人。

而這兩個倫理原則是那麼根本，以致我們也進一步體悟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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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個基本倫理原則的行為」。至於這種非人化、次人化的現象，正是經過一連串

的宣傳策劃與活動，逐漸地使人習以為常、麻痺無感進而被洗腦，因而導致

那一代的日本與德國人，普遍認為自己優於其他民族，並視中國人與猶太人

為次人。 

   因此，很明顯地可以領悟到「為了醫療用途，該不該允許胚胎幹細胞實

驗？」這一課題的根本倫理考量，在於「胚胎是不是人？」、「胚胎是否應受

到符合人性尊嚴的對待？」顯然地，基於一貫堅持「胚胎自其第一刻起即有

人的尊嚴」，而嚴正反對任何物化胚胎行為的教會組織，當然會反對這種為了

研究幹細胞而複製胚胎並加以殺害的功利行徑。事實上，現代科學也證實精

卵融合的剎那，即是一個新的、獨立人類生命的開始。不管是從遺傳基因學

的角度，或從個體發生的律法，都揭示出「生物體自精卵融合開啟一個獨立

新生命的那一刻起，就立即由其遺傳訊息調控著胚胎發展計劃，並經由一連

串毫無中斷的成長，逐漸發展出生命狀態的最後型式。而且，雖然胚胎在朝

向最後型式的過程中，歷經漸趨複雜的各個階段，但仍保持著相同的同一個

體性」。所以，透過現代生物學的研究，我們更能肯定地說：「人的生命自其

孕育、出生、長大、成熟、衰老以致死亡，是一個連續、毫無中斷的過程，

是自始即擁有人性尊嚴的一位人」。因此，「胚胎應受到符合人性尊嚴的對待

」自是無庸置疑的。  

  然而最近三十年來，我們卻身陷在一連串的宣傳計劃與氛圍中，整個世

界一直有股派動希望將破壞胚胎的行徑除罪化。但是一個不爭的真理是「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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胎是不是人並非由人所決定」。就好像二次世界大戰時，不論日本或德國人如

何將中國人、猶太人視為次人，都無法抹煞猶太人與中國人是人而非次人的

事實！同樣的，無論現代人如何不斷自我催眠地說服自己，不把胚胎當作人

，或是受精後 14天以內的胚胎不算完整胚胎！使用人類胚胎的幹細胞研究雖

然可以促使科學進步，可以幫助許多身受疾病折磨的病患，但它就如同當時

日本與德國科學家加諸於中國人與猶太人身上的實驗般是道德上不可接受的

，因為縱使有多麼良善的動機或多麼大的好處，基本上我們都無權剝奪人類

胚胎的人性尊嚴，我們無權把胚胎的存在化約成實驗材料，也無權擅自決定

犧牲最弱勢的無辜胚胎之生命。至於有人認為依照法令，一些不孕症治療所

剩下的多餘胚胎，冷凍期限一到即會被銷毀，何不拿來做實驗？然而，即使

我們不去論究人工生殖技術產生大量胚胎及其引發的保存銷毀等問題，事實

上單就上述的思考邏輯觀之，就能發現這與納粹把遲早要被送進煤氣室的猶

太人當作實驗品，以及日軍把囚捕的中國人拿來做各種實驗，以便在死前予

以充分利用的心態有著相同的理由，同樣是站不住腳的。 

  然而，根據最新生物學與醫學上的了解，幹細胞並非只能從胚胎取得，

在出生胎兒的臍帶血及成人身上的骨髓、腦⋯等某些組織中都可以萃取出幹

細胞，甚至科學家也提出把已分化成熟的成人組織回復成類似幹細胞狀態的

構想。只是隨著人工生殖技術的發展，以及在現今人類對細胞分化機制了解

有限的情況下，胚胎乃被科學家視為研究幹細胞最便捷、最具潛力的管道。

然而，胚胎幹細胞的取得事實上會造成非常嚴重的後果，即胚胎生命的終結

！相反地，其它獲取幹細胞的方式，照當前的科學知識與技術看來，雖然似

乎有著較大的困難與限度，甚至有些仍停留在假設的階段，但過程中卻不需

扼殺胚胎的生命，因此其不僅只在技術上，在道德倫理上也是真正可行的。  

    因此，秉持著對科技與人類關係的如下肯定：「當科技用於為人類服務，

嘉惠人類的全面發展時，科技就是珍貴的資源，但科技本身不能顯示人類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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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的意義或人類進步的意義。科技既由人所創造為服務人類，其用途便應受

制於人類和人類的道德價值規範，而具有其侷限性」。相信就科學的發展潛能

看來，科學界只要有信心，藉著努力是可以符合倫理道德的方式，在不損傷

胚胎、不殺害胚胎的原則下，發掘出更多有關成體幹細胞發展機制的奧秘，

進而能更有效地治療疾病，造福需要的人。 

    南韓首爾大學黃禹錫教授的研究小組，於 2004 年成功的以複製不治之症

患者體細胞的方式，製造了治療用胚胎幹細胞，這成果一經發表，沒想到遭

到美國總統布希的反對，但是因為黃禹錫研究成果，卻贏得世界高度評價，

所以，南韓政府願意提供更多的研究經費，預料這將會是美韓之間另一個爭

議的問題。 

    最新 2005 年的消息指出，南韓科學家黃禹錫教授更於 2005 年 5月 20日

發表更新的研究數據，而美國總統布希於同日華盛頓時間又表示，他反對黃

禹錫教授的研究小組對胚胎幹細胞研究，一直反對幹細胞研究的布希表示：

他非常擔憂複製的問題，而世界輿論的容忍度卻令人憂慮。布希被記者們問

及南韓幹細胞研究成果時強調：他已經向國會明確表示，雖然大力支持成人

幹細胞研究，但是納稅者和聯邦政府的錢，是不能用於聲稱拯救生命卻破壞

生命的科學發展。他並表示：對於這些法案他將行使否決權。據了解，美國

認為南韓的幹細胞研究，意味著科學研究目的屬於人體複製，所以布希總統

對此加以反對。18 

    此事件觀之，可以發現各國規範莫衷一是。從 2004 年到 2005 年初，南

韓已支援了黃禹錫教授三十五億韓元，並從 2005 年開始，連續四年每年援助

黃禹錫教授的研究小組三十億韓元（約三百萬美元），支持黃禹錫教授做為研

                                                 
18 南韓首爾大學黃禹錫教授的最新研究，發表在 Science , 12 March 2004, p.1669，以及 Science , 
20 May 2005 (www.sciencemag.org/cgi/content/abstract/1112286)，當期 p.1096，編輯特別針對該研
究提出專文評論，主要還是站在科學立場表彰其學術貢獻，但是並未對其研究成果所引發的生物

倫理議題加以評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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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的費用，投入的研究費用預計高達兩百四十五億韓元。黃禹錫教授在英國

倫敦發表幹細胞論文之後，於 2005 年 5月 20日下午五時返韓，並在仁川機

場舉行記者會，就有關南韓政府「在最近發表的技術預測調查中，預測二○

二五年左右，將普及治療用幹細胞銀行服務」一事表示：他雖然作為未來預

測調查委員長參與了調查，但是因為沒能提前發表研究結果，而沒能趕上調

查時機。他以此暗示自己的研究與政府發表的「二○二五年左右，普及治療

用幹細胞銀行服務」的時間相比，可能會大幅提前。 

    世界主流媒體和學術界對首爾國立大學黃禹錫教授研究組發表的成果多

給予盛讚，指出他們的研究是卓越而劃時代的研究成果。而南韓媒體評價則

是利用患者本人的幹細胞治療疑難雜症的時代將提前來臨。黃禹錫教授這項

研究成果刊登在 2005 年 5月 20日的「科學」期刊上。同樣也是這一批科學

家在 2004 年首次透過複製人體細胞培育出胚胎幹細胞，也是將研究成果刊登

在「科學」上。只是這次他們更上一層樓，在篩選種源細胞（Master cells）

的效率方面增加十多倍，因此才能讓複製療法的研發更接近應用的階段。 

    南韓團隊在這項新研究中，從十八名健康的婦女取得一百八十五個卵子

，並剔除了這些卵子細胞核內的基因物質。接著研究人員從分別有脊髓損傷

、糖尿病與先天性免疫缺乏等病症的十一名病患取得皮膚樣本，再從皮膚細

胞中取出細胞核及 DNA，然後把它植入已無細胞核的卵母細胞內，從中製造

出十一個新的胚胎幹細胞系。研究人員說，此一方法稱為「體細胞核移轉」

（SNCT）。然後帶有病患遺傳訊息的卵母細胞就會發展進入囊胚的階段，而

這也正是胚胎成長的初期階段。 

    不過，這項研究指稱並非是要藉由複製來生小孩，而是要創造試管胚胎

來供應幹細胞。科學家說，如果其它的實驗室能夠重現黃禹錫教授的研究成

果，意味未來將可創造個人化的幹細胞系，不僅可以製造體內的組織來供自

己移植之用，另外更可避免掉免疫系統的排斥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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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預料這項研究將會引爆有關美國政府是否應擴大補助幹細胞研究的爭論

，進而增加政治與社會的對立。由於篩選幹細胞會破壞那些包含著細胞的胚

胎，美國總統布希在 2001 年下令禁止聯邦政府贊助大多數這方面的研究。眾

議院也已經於 2005 年 4月底針對是否放寬這些限制進行表決，屆時必須再觀

察表決結果對於未來研究發展與社會觀念彼此間的衝擊。 

    最新消息指出，為因應相關研究引發強烈的社會爭議，美國國家科學院

終於在 2005 年 4月 26日頒布《人類胚胎幹細胞研究指導原則》，意即規範在

美國引起廣泛爭議的治療性複製和提取胚胎幹細胞研究工作。 

    《人類胚胎幹細胞研究指導原則》中指出，胚胎幹細胞是指存在於早期

胚胎中、能分化成其他組織和器官的「萬能細胞」，被認為在醫學上有廣泛潛

力，但提取新的胚胎幹細胞就必須摧毀胚胎，因而引起宗教團體等的反對。

儘管美國至今還沒有一項關於幹細胞研究的立法，但布希政府對人類胚胎幹

細胞研究持保守態度，早在 2001 年 8月布希就簽署命令，聯邦科研資金只限

於資助現有人類胚胎幹細胞係的研究，不得用於支持新的複製胚胎幹細胞系

，因此新出爐的《指導原則》主要適用於私有資金資助的胚胎幹細胞研究。 

    美國國家科學院發佈一份聲明中，強調從事人類胚胎幹細胞研究的機構

應該嚴格執行此《指導原則》。指導原則要求所有從事胚胎幹細胞研究的機構

應該設立「幹細胞研究監督委員會」，這個委員會不僅應包括生物學家和幹細

胞研究專家，也應該包括法律、倫理專家和公眾代表。《指導原則》不僅要求

規範人類胚胎幹細胞研究，還要求用於研究的胚胎幹細胞來源合法，當研究

機構計劃提取人工授精胚胎的幹細胞、透過細胞核轉移技術複製新的胚胎（

即治療性複製）、透過動物模型檢驗胚胎幹細胞效能時，都應首先將科研計劃

交給監督委員會審議透過，與此同時其他官方管理機構的職權依舊有效。這

一《指導原則》 除了重申禁止生殖性複製、禁止透過細胞核轉移技術培育人

獸之間的「怪物」之外，也對胚胎幹細胞研究中其他幾個爭議熱點設立了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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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的規定。 

    《指導原則》還指出，不能讓用於提取幹細胞的胚胎在培養基中生長十

四天以上，因為十四天以上之胚胎開始形成「神經索」，意即此階段的胚胎站

在科學觀點期已經會有「痛覺」；在透過細胞核轉移技術複製胚胎時，必須獲

得體細胞捐獻者的「知情同意」；研究機構應該將其保存的幹細胞係進行安全

編碼管理，以保證細胞捐獻者個人資訊不洩露；不得將動物胚胎幹細胞植入

人類胚胎中；只有在別無選擇的前提下，才允許將人類胚胎幹細胞植入動物

體內以檢驗幹細胞效能等。美國國家科學院編寫此指導原則的專家委員會表

示，落實指導原則雖然會增加科研機構或是生技醫藥產業的負擔，但考慮到

幹細胞研究的廣泛爭議，這些付出的代價都是「值得的」。 

    雖然美國日前已經通過《人類胚胎幹細胞研究指導原則》，但是全球在此

議題上的觀點卻尚無共識，不僅在人類胚胎幹細胞研究法規、是否符合專利

申請要件、是否違反人類基本權等，在獲得一致性的共識前，顯然在未來仍

會遭遇許多難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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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節、生技醫藥產業之社會責任 

    就生技醫藥產業而言，人體組織研究的科學價值不言而喻，ㄧ個生技醫

藥公司若能擁有供應無虞的人體檢體及數量，就會擁有大量的研發材料，在

研究開發上就有一定的競爭力與利基。檢體的獲得及研究，可以從中得知ㄧ

個人或是病患的健康狀態，或是某一個社群的遺傳特性，並可藉此一窺疾病

的治病機轉，進而得知人體對開發藥物的反應以及細胞與組織間之交互作用

等等，這些研究材料於研究時所產生的實驗數據，對於藥物開發而言甚關重

要，因此產業在獲得此重大利益的前提下，是否也應該基於社會責任、社會

關懷的立場，對於人體組織的取得應該盡其應有的義務，從中付出管理成本

，以維護提供檢體之參予者其基本權利。這些權力包括參予者的「身體權」

，並應特別注意醫師在採集過程中是否構成侵害參予者「自主權」之侵權行

為。其中「身體權」是消極的防禦權，「自主權」則是積極的請求權；兩者皆

為參予者其人身專屬之「人格權」，其中權益受到我國侵權行為法上第 184條

1項前段之保護。19 

    因為人體組織的用途廣大，但是若在未得到當事人的同意下，就擅自利

用當事人的組織或是所謂的醫療廢棄物，這種作法對當事人心理、社會、經

濟各層面會造成何種衝擊，這個問題在生技醫藥產業的討論上誠屬有限，而

且在決策如何為了科學研究、產品開發的過程中收集並利用人體組織時，實

在必須考慮到會產生何種衝擊。 

    在今天這個生技醫藥產業起飛的年代，無所忌憚的利用人體組織而未事

先獲得當事人的知情同意，所衍生出的科學知識、商業利益、以及人與人之

間的報酬，都不僅是愛因斯坦的大腦那種過去荒謬劇年代可以比擬的。由於

                                                 
19 針對「告知後同意」的法源依據，可以參考 楊秀儀 「論我國法上告知後同意法則之請求權

處理」，2005 年 6月，「醫學倫理與法律」科技整合學術研討會。該論文主張我國現行法中並未

對「病人自主權」有清楚的定位。並確定「身體權」是消極的防禦權，「自主權」則是積極的請

求權，兩者皆為病人一身專屬之「人格權」，受到我國侵權行為法上第 184條 1項前段之保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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讓病理科醫師、研究人員以及臨床醫師枉顧病人意願而進行研究的誘因已經

越來越多，其中誘因的始作俑者除了官方提供的研究經費外，其他研發出資

者就是生技醫藥產業或是跨國藥廠，所以如何規範產業必須自律，除必須要

有許多配套措施外，執行面的落實相當重要；全世界先進國家在人體檢體相

關處置的規範雖然也隨著增加，但是研究人員不把當事人的個人意志當一回

事，人體組織莫名奇妙遭到利用的案例卻還是一再發生，忽視身體的個人與

社會意義，將使社會價值難以維繫，且讓科學的未來陷入困境，所以相關產

業應該開示重視此一生物倫理所引發的問題。 

    目前的生物科技產業是由超過三千家以上的生物科技公司所組成，特別

在生技醫藥市場，2003 年約有 410億美金的產值；而人體細胞、組織、以及

器官的非法買賣與收受，已經日漸成為此產業的重要研發爭議議題，生技醫

藥公司可以從人體組織中進一步萃取、分析、轉化成經濟上附加價值極高的

商品。但是在這個轉換過程中，產業必須正視研究材料取得的合法性，因為

人類對於自己的身體或身體一部分的處置具有個人的控制權，這觀念對於個

人或是病患的心理發展和健康是很重要的，因為這是建立個人身分與傳達自

主權的一種方式。 

    目前大部分的社會系統同意個人有權控制自己的身體，不管是人工流產

或是終止維生的醫療處置，這種個人自主之基本權是很重要的。能夠感覺到

自己的自主權，覺得自身是完整的個體，才會有為人的尊嚴，顯然人人都不

允許自己的身體受到侵犯，個人的身體也受到刑法及民法的保護，所以如果

在不知情的情況下別人就能取走或是利用自己的身體組織，難免會影響到個

人的心理發展與社會的價值衝擊。 

    為了突顯生物倫理議題如何影響生技醫藥產業的企業價值，並對社會所

造成的衝擊，以下以近期因為產生嚴重副作用導致下市的兩個藥物，做為生

物倫理對製藥公司企業價值影響之比較，Merck 藥廠所生產的 Vioxx，以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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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iogen Idec 生技製藥公司所生產的 Tysabri作為對照。 

    Merck & Co 於1999年獲得美國FDA核准販售治療關節炎及各種疼痛之

新藥 VIoxx，由於該藥治療效果頗佳，所以從上市後其銷售屢創佳績，2003

年銷售額更達 25億美金，於所有處方藥中名列第 20名，可謂表現亮眼的暢

銷藥物。然而在上市販售的五年期間，不時傳出病患因服用 Vioxx 產生嚴重

之心肌梗塞，並出現許多死亡病例，然而Merck & Co 當時以病患數不具代

表性、副作用與藥物無直接關係為由，持續販售此暢銷藥物，並在此期間繼

續擴大人體臨床試驗，希望讓用藥族群持續擴大，以降低產生副作用病患之

代表性，以消除主管機關以及用藥病患之疑慮。然而在擴大人體臨床試驗之

結果報告出爐後，結果發現心肌梗塞之副作用確實與 Vioxx 藥物之長期服用

，因此該藥與 2004 年 9月被迫下市，當時Merck & Co股價慘跌 52%，投資

人完全喪失信心。更有甚者，後續因藥物副作用引發之醫療訴訟，截至 2005

年 6月，在美國本土已經提出超過 3500件訴訟案。2005 年 8月 22日，第一

起 Vioxx藥物副作用訴訟Merck & Co獲判敗訴，必須賠償當事人 2億 5千三

百萬美金，投資分析師 David Moskowitz (Friedman, Billings, Ramsey & Co.)預

估Merck & Co 將付出超過 500億美金之訴訟與賠償金，企業價值一落千丈

，並導致Merck & Co 之執行長下台。 

    相反的，Biogen Idec 生技製藥公司所生產的 Tysabri，雖然也面對副作

用之疑慮而暫時下市，但是卻產生不同的結果。Tysabri 屬於生技抗體藥物(

請參閱表 2-5)，由於在完成人體臨床試驗第二期後發現，對於治療多發性硬

化症其療效頗佳，所以 FDA 以快速審查方式，於 2004 年 11 月提早通過該

藥物之上市核准，上市核准期間同時繼續進行人體臨床試驗第三期之試驗。

核准當時，所有投資分析師無不指稱 Tysabri 未來勢必將擠進暢銷藥物之林

。然而好景不常，Tysabri 於 2005 年 2月發現兩起疑似施打該藥物引發「中

樞神經系統感染 / PML」之致死病例，由於事發突然，Biogen Idec (BIIB) 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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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作開發公司 Elan Corp. (ELN) 決定即時自動從市場上撤回此治療多發性硬

化癥藥物 Tysabri， 兩公司還停止了所有臨床試驗的給藥。其中一起病例被

證實將危及病人性命，另一起懷疑為進行性多發性白質腦病變 PML；PML

是一種罕見、但是經常危及病人中樞神經的致命疾病，據稱兩位病人均同時

服用兩種藥物兩年以上。兩公司已停止向市場供應 Tysabri，並指出在接到進

一步通知前，醫生應停止向病人開例本藥物。之前兩公司向美國 FDA匯報了

此事，他們還將此事告知了全球各地的監管機構，兩公司指出大約有 3000名

病人因為罹患多發性硬化症、克隆氏病和風濕性關節炎而接受 Tysabri治療。

下市消息公佈當天 Biogen Idec 股價慘跌 40%，對公司也造成嚴重衝擊，並

導致之後該公司必需將準備用來大量生產此明星藥物所剛剛建造好的生產製

造工廠，忍痛轉賣給另一家生技製藥公司 Genentech。 然而 Biogen 和 Elan

於 2005 年 6月公佈了最新的研究結果﹐他們希望 Tysabri最終被證實是安全

的﹐並重返市場。其數據表明 Tysabri 使 42％的病人減少了殘疾的進展﹐對

942名病人進行 2 年的研究表明﹐Tysabri使 67％病人減少舊病復發的可能。 

    從兩個案例比較，Biogen Idec 之 Tysabri 藥物產生副作用時已經擁有

Merck & Co 新藥 VIoxx下市之前車之鑑，因此於事發時能即時顧及生物倫理

、企業形象、社會責任等關鍵議題，決策者馬上做出藥物暫停銷售及臨床試

驗之決定，讓該公司所造成之損失降至最低，否則，若像Merck & Co 已經

意會到副作用的產生，卻仍執意持續販售及進行臨床試驗，最後所造成的結

果將難以收拾。而且，事後經調查發現，Merck & Co 內部科學家於 2000 年

即發表研究論文提出 Vioxx 藥物會產生副作用之質疑，此調查發現更讓次事

件雪上加霜。 

  從以上兩案例比較得知，藥物引發之副作用對於生技醫藥產業的衝擊是

相當巨大的，而且在試驗過程中很難加以預測。因此，企業之危機處理及應

變能力就非常重要，企業若能在藥物副作用的偵測上，提早顧及生物倫理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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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以及社會責任之維護，雖然負面消息對於當時股價的衝擊甚巨，但是對往

後付出之成本將會大為降低。從兩案例中 Vioxx 將付出超過 500 億美金天價

之訴訟與賠償金，其明顯差異足以讓相關企業引以為鑑；同時，社會整體正

面或是負面之評價，消費者對於企業未來產品 (藥物) 的信任度，對於企業

未來發展將造成重大影響。 

    茲將上述兩藥物下市案例，生物倫理影響層面及引發之企業、社會衝擊

整理如表 4-1。 

表 4-1、藥物下市案例中檢討生物倫理對公司企業價值之影響 

公司名 Merck & Co Biogen Idec 
藥物名稱 Vioxx (偉克適) Tysabri 
藥物屬性 小分子藥物 生技藥品 
適應症 關節消炎藥物 多發性硬化症 
上市核准時間 1999 年 2004 年 11月 
下市時間 2004 年 9月 2005 年 2月 
公司決策反應 且戰且走，擴大試驗 馬上停售 

嚴重副作用 心肌梗塞 (長期服用) 中樞神經系統感染/PML 
(5 例，致死率高) 

年銷售額 2.5 B /2003 年 
(處方藥第 20名) 

預估未來是暢銷藥品 
(>1B) 

FDA 看法 66% of FDA scientists lacked confidence to monitors the 
Safety 

科學家看法 2000 年即發表論文提出

副作用之質疑 
公司發現前兩病例並立

即主動暫停銷售 
消息公佈當天股價跌幅 52% 40% 
52週最高 
52週最低 
最近價格(06/23/05) 

48.42 (06/24/2004) 
25.60 (11/10/2004) 
31.25 

70.00 (02/17/2005) 
33.18 (06/08/2005) 
34.19 

後續醫療訴訟 > 500億美金 目前尚無訴訟產生 
倫理、社會責任與信任 Negative Positive 

資料來源：本論文整理 

    總之，為鼓勵生技醫藥產業的發展，相關的研究試驗或是人體臨床試驗

將會與日俱增，由於人人可能都是病人、捐贈者、或是研究計畫的參予者，

因此可能遭遇如同摩爾判例的主角般，成為藥物開發潛在的臨床研究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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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相關研究不該在沒有獲得當事人同意下進行，這不只在法律上有規定，

在所有的倫理規範中也都是如此要求；參與研究必須是出於自願，而非因為

徵召，也就是不管進行研究的理由何在，我門都有拒絕參加的權利，如此不

但合法，也符合倫理規範。納粹醫師強迫集中營的囚犯參與危險的人體試驗

，為了避免慘絕人寰的行為再度發生，一個明白規範人體試驗的倫理規範「

紐倫堡公約」因而訂定，公約中第一條即特別強調，在試驗前絕對必須事先

徵求受試人在自由意志的情況下獲得知情同意，此觀念至今仍是相關臨床試

驗或醫病關係維護上，最重要之作業標準。 

    另外，生技醫藥產業與消費者的關係，還存在一個微妙的互動，就是消

費者的矛盾心理：消費者一方面歡迎個人化醫療的出現，但是相對地對於隱

私與基因歧視等生物倫理議題上，卻表達嚴重的關切；這些都會影響各國國

會議員，也會整個展業有負面的影響，此現象稱為「消費者主義」。所謂消費

者主義，在世界各大市場中消費者開始主動管理自己的健康，因此對於建康

醫療的決定也有直接的影響力，雖然消費者主義最早出現在美國，但是這個

趨勢已經擴散到歐洲、日本以及世界其他國家。而且還有一個趨勢，就是對

於生物科技有高度興趣，但是實際知識卻有很大的落差。1997 年歐盟資助進

行多項調查發現，只有一半的歐洲人熟悉生物科技這個名詞，日本則只有三

分之ㄧ；同時美國國家基因組資源中心調查一千多個美國家庭，雖然有 91%

的人認為她們知道「基因」的意義，但是不到一半的人了解「基因治療」，且

只有 50% 的人知道可以做基因檢測，一般民眾對於基因檢測的接受度很高，

早期診斷有 93% 的接受度，已經有健康問題的人有 86% 的接受度。然而，

對於隱私與道德的問題，大眾也表示關切之意。因為多年來消費者主義已經

抬頭，但生技醫藥產業最近才直接與消費者打交道，雖然大多數還只限於品

牌或是公司的層次，卻還未包括教育消費者何謂新科技，造成產業與一般使

用者產生知識的脫節，結果當然導致消費者的不滿意，使得消費者主義更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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強化。 

    這些複雜的力量導致消費者矛盾的心態，一方面要求精密的醫療保健或

是新藥療法，另一方面對於基因改良食品與複製議題上又備受關注。因為這

些贊成或是反對科技的言論會左右市場的購買行為，「高科技與高感受」的自

相矛盾議論，對於生技醫藥公司就像是兩面刃，企業因此必須非常注意消費

者的動向。好的方面，這個趨勢可以擴大至要的規模，並且擴大產品線到各

種療法與適應症，例如關節炎藥物上，嬌生(J&J) 現在有完整的高科技與高

感受的產品，從生技抗體藥物 Remicade 到營養補品 Aflexa（從貝類提煉出

來的葡萄糖胺），在關節炎的治療市場上產生加成的效果；相反的，壞的方面

，這個趨勢會導引出強大的社會煞車現象，在政策擬定、法律與道德上未能

趕上科學家的腳步，將會面臨無法保護消費者權利的問題，產生各國法律條

文不一，消費者無所適從，結果消費主主義產生四種不同的狀況： 

1. 相費者與現代科技結合，促成藥品個人化。 

2. 良性的科技成果，加上消費者矛盾心理，將會產生一種混合的制度，大

眾市場的藥品與目標療法將同時存在。 

3. 消費者雖然看好未來，但是科技進展延誤，只好繼續維持現狀。 

4. 消費者負面的心態與科學上的困境，使得大眾對於主流醫學產生懷疑，

並且持續支持並擴展另賴療法。 

  而生技製藥公司應該經由以下步驟，可以成為以顧客為中心的企業： 

1. 從消費者觀點出發以重新定義市場空間。 

2. 發展更為寬廣的組合，從「產品」到「服務」等資訊均包含在內。 

3. 從單向的「直接面對消費者」溝通，變成與消費者直接的對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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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此，生技製藥公司必須採取「推拉政策」（Push-pull strategy），以相同

的力量去推動醫生與付款人，並且拉動消費者，使雙方均能接受新的治療技

術或藥物。在世界各大市場上，消費者的趨勢顯現出幾個關鍵現象： 

1. 消費者主義已成氣候，未來幾年，經濟、人口、技術等因素聚集起來會

讓，消費者主義聲勢更加浩大。 

2. 消費者對於生技醫藥產業有矛盾心理，要高科技卻也要高感受的療法。 

3. 法規落在科學後面，對於消費者保護不夠完整，因此生技笧業應該繼續

與政府合作，以確保法規的一致性。 

4. 企業必須重新思考與病患、醫師、與付款人的關係，並且將他們的角色

從銷售藥品業者擴大成為醫療保健的夥伴。 

5. 在藥物開發開發階段，應該將消費者的意見納入整合，如此一來，臨床

的結果才可以反應一般使用者與開處方者的期望。  

    因此，企業在經營上必須獲得消費者的信任，所以比「物質資本」更重

要的企業價值，應首推企業責任與信任，這是企業經營不可或缺的「社會資

本」，也是二十一世紀決定企業盛衰的關鍵。信任度與社會責任，對企業而言

目前更是在供過於求、激烈競爭的市場上，能否與眾不同、脫穎而出的競爭

力根源。對個人，信任，則是能否安身立命、幸福生活的基本。隨著全球化

競爭的急速開展，各類弊端在世界頻傳，信任與責任，這古老而根本的價值

，有如蒙塵的鑽石，又突被拿起擦亮，成為各界熱門的話題。基於此社會責

任的經營理念，為了讓企業經營時能夠針對生物倫理議題有更加清楚的了解

，雖然無法以量化方式呈現生物倫理議題之重要性，但是在表 4-1 中可以得

知，兩案例中若企業及早顧及生物倫理與社會責任，對於降低未來企業營運

成本與風險的實質貢獻，將是非常可觀的，因此本論文擬出以下生物倫理議

題的檢查點 (Check list )，供生技醫藥產業營運時之參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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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2、生技醫藥公司經營時面對生物倫理議題之檢查點 (Check list ) 

生物倫理議題 企業因應對策 

實驗用人體檢體取得的合法性 
保障受檢人權益及落實告知後同意 

(詳細規範請參閱附錄 1) 

人體檢體之操作規範 
應遵守人體細胞組織優良操作規範 

(詳細規範請參閱附錄 2) 

研究實驗動物試驗時所引發之 

「動物倫理」議題 

應遵守相關規定(動物保護法)從事動

物試驗以符合人道(動物倫理)立場 

生物試驗後「醫療廢棄物」之處理 
均需高溫焚化處理，不可充當一般廢

棄物清理或任意丟棄 

「人體臨床試驗」之進行 

保障受試者權益並確實落實告知同

意，試驗向主管機關提出申請，並遵

守藥品優良臨床試驗規範 

(詳細規範請參閱附錄 3) 

醫病關係之維護能力 

未來藥物若能成功上市，上市後之市

場行銷、醫病關係以及顧客關係管理

的能力評估 

資料來源：本論文整理 

(詳細之規範請參閱附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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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章小結： 

   本章主要先針對「生物倫理」做一簡單介紹，生物倫理學所要探討的主

題，主要探討生命科學 (Life science，包括生物學、醫學、遺傳學、醫療照

護等) 領域中所發生之各種道德問題，了解生物倫理的基本精神在於必須取

得受試者知情且出於自願的同意，及研究設計必須是科學上有效的方法，並

能為人類帶來利益（研究利益須大過其風險）。並進一步研究生物倫理爭議如

何影響社會經濟價值判斷，生技產業必須保持開放與審慎的態度加以回應，

也就是說必須將高科技的技術或知識以科學普及知識的方式廣為宣傳，讓大

眾能夠在有效的管道下獲取正確的科普知識，畢竟消費者及總體社會的接受

度會絕對會衝擊生技醫藥產業的正面發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