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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新生兒的基因篩選技術產生後，已逐漸被大眾所應用，譬如許多家庭已開始利用此
技術篩選嬰兒性別，英國、西班牙等國家也陸續出現了利用此技術協助許多患有單一遺
傳基因疾病之家庭，篩選出健康的寶寶。民國九十五年，台大醫院亦出現了相關病例，
一對夫婦為了救罹患重度地中海貧血的兒子，決定利用此技術，再生一名基因相似於哥
哥的小孩子來為哥哥進行造血幹細胞的移植，儘管這療程對這新誕生的小孩無害，卻也
引發了一連串關於基因篩選和人道權益上的爭議。本文章將探討基因篩選技術在這些例
子中的正當性。

一、 新生兒基因篩檢技術簡介

對於疾病嬰兒的篩選，最初也最廣為人知的大概就是「絨毛膜採樣」1及「羊水穿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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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技術，這些技術不僅效率高，其高精確度和準確度也大大地降低了許多重症病人的發

生機率，但是，對於那些被篩出回有重症嬰兒的孕婦們，他們卻需要接受終止妊裖與否
的沉痛抉擇。為了解決這殘酷的問題，進而發展出一套胚胎著床前基因篩檢技術，也就
是先篩選出未帶有重症疾病的健康胚胎，再植入母體。
而就目前胚胎著床前基因篩選技術來說，大致上可以分為兩類：
「螢光原位雜交法」
3

與「分子診斷法」4。
「螢光原位雜交法」主要用以篩檢染色體異常；而「分子診斷法」

主要用於單一基因疾病之基因診斷，可篩檢出帶有基因缺陷的胚胎。
不論是用哪種技術做胚胎著床前基因篩選，都得先取出精卵做體外授精，以人工方
式在詴管及培養皿中將胚胎培育成八細胞期後，對胚胎進行切片，取出單一細胞以作基
1 參考蘇怡寧，
〈淺談胚胎著床前基因篩選技術〉，
《臺大兒童醫院通訊》第 45 期，
（台北：2006
年）
。其方式是取下少量的胎盤組織（胎衣）
，也就是絨毛膜，加以檢驗。
2 參考蘇怡寧，
〈淺談胚胎著床前基因篩選技術〉，
《臺大兒童醫院通訊》第 45 期，
（台北：2006
年）
。藉由超音波導引，以細針經腹壁及子宮壁至羊膜腔，抽取 20 至 25cc 的羊水送檢，經細
菌培養後，分析其染色體。
3 參考蘇怡寧，
〈淺談胚胎著床前基因篩選技術〉，
《臺大兒童醫院通訊》第 45 期，
（台北：2006
年）
。
4 參考蘇怡寧，
〈淺談胚胎著床前基因篩選技術〉，
《臺大兒童醫院通訊》第 45 期，
（台北：2006
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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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診斷，經過比對之後，再選擇出適合之相對應胚胎植入母體子宮之內。
雖然胚胎著床前基因篩選技術的效率和精確度都極高，但仍無法達到百分之百，所
以在胚胎經篩選殖後，依然得遵照全球共通最高之標準，接受後續之絨毛膜或羊水檢驗
以確保其準確性。
目前已運用在許多單一基因疾病上，其中包含了海洋性貧血、5視網膜母細胞瘤6、
脊髓肌肉萎縮症、7裘馨氏肌肉萎縮症、8范康尼氏貧血、9玻璃娃娃……10等。過程亦繁複
（包含了遺傳諮詢、基因診斷前置作業、及人工生殖技術），平均大概需要三到六個月
才能完成。
以下為幾個新生兒基因篩檢技術的案例：

I.

台大救命寶寶之例

在民國九十五年，一對夫婦帶著當時僅有一歲大的且罹患重度地中海貧血的兒子，
前去台大醫院求救，台大院方表示，要治療這位幼兒，最有效的方法就是進行造血幹細
胞移植，因此，該對夫婦決定再生一名孩子幫助患有地中海貧血的哥哥進行幹細胞移
植，為確保生下基因正常的寶寶，台大院方以全基因體放大術篩選受精卵，做詴管嬰兒，
植回母親子宮發育不久後一名健康的女嬰誕生，院方將寶寶的臍帶血中的造血幹細胞移
植給哥哥，幫助哥哥重獲新生。11

II.

國外性別篩選之例

2006 年，美國史丹柏醫師約率先在市場上推出篩選胎兒性別的服務，準確度高達
99％。史丹柏有 5 成以上的求助者從中國大陸、香港、新加坡、泰國、日本、德國、英
國、加拿大慕名而來，而這些國家都禁止篩選胎兒的性別。關於這項技術，史丹佛大學
生物倫理學家馬格納斯說，如果任由人們選擇子女性別，某些地方的男女比例會相差懸

5 參考行政院衛生署《長庚醫訊》19 卷 12 期，又稱地中海型貧血，是台灣常見的單一基因遺傳
疾病之一。
6 參考自財團法人罕見疾病基金會，是一種罕見的眼部腫瘤，胚胎期視網膜細胞產生病變而成。
7 參考自財團法人罕見疾病基金會，是造成小孩子死亡或殘障的許多遺傳性疾病中，最常見的病
因之一。主要是因為脊髓中的前角細胞（也就是運動神經細胞）產生了退化的現象。
8 參考自財團法人罕見疾病基金會，是許多肌肉萎縮症的其中一種，通常只發生在男性身上。它
的貣因是人體性染色體中的 X 染色體發生異常，漏失了一段 DMD 基因所致。
9 參考自行政院衛生署國民健康局遺傳疾病諮詢網站，病患兒童會出現先天性骨髓缺陷，無法產
生紅血球，故有貧血現象，會影響 DNA 的修復和骨髓細胞的分裂，容易發展為骨髓衰竭，骨
髓增生異常症候群（ MDS ）和急性骨髓白血病（ AML ） 。
10 參考自先天性成骨不全症關懷協會網頁，是成骨不全症的俗名，指的是一種因先天遺傳性缺
陷，而引貣「第一型膠原纖維」病變造成骨骼強度耐受力變差，而容易脆弱骨折的疾病。
11 參考蔣文宜，
〈量身訂做救命寶寶〉
，《今日新聞》
，（2008 年 2 月 20 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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殊。但他強調，由於篩選技術費用高昂，過程複雜，所以在開發中國家或甚至在一些先
進國家，都不可能被普遍使用。12

III. 篩選遺傳疾病之例

在 2006 年，西班牙巴倫西亞不孕症研究所的一個醫療小組採用胚胎遺傳基因篩選
法，成功使一名嬰兒避免患上一種致死率極高的遺傳疾病（LHM）。醫療小組組長胡利
奧•馬丁說，醫療小組首先對通過詴管受孕的胚胎進行篩查，發現了一個健康胚胎和一
個攜帶致病基因的胚胎。為保險貣見，他們將兩個胚胎都植入上述婦女的體內。在該婦
女懷孕 16 周時，醫生對她進行了檢查，確認健康胚胎植入成功。2006 年 1 月 21 日，這
13

位婦女順利產下一名健康男嬰。

二、 對新生兒基因篩選的倫理爭議之探討
（一）

關於性別篩選

可篩選孩子的性別，如在印度和中國等重男輕女的國家，將導致嚴重的性別比例失
衡。14此技術一出現，首先被注意到的便是性別的選擇問題。利用基因篩選，父母可以
自由決定要生男孩或是女孩，而所謂性別選擇，多數是指選擇男生，放棄女生。如此，
不但有違自然，贊同這樣的技術，也等於贊同性別歧視。尤其是在印度與中國等傳統觀
念為重男輕女的國家，一旦法律上同意了這樣的技術，將造成更嚴重的性別比例失衡。
針對以上爭議，我們認為各國之間的人口差異與傳統觀念的不同，對於嬰兒性別的
需求也不同，當這些有需求的家庭因基因篩選技術而有了機會篩選嬰兒性別，豈不是助
長了這種性別需求的趨勢，而這卻也明顯地違背了現今普遍男女平等的觀念。
舉例來說，中國大陸和印度這兩個國家的傳統觀念偏好生男，許多家庭為了確保新
生兒為男性，不惜花大錢做性別篩選，在眾多的胚胎中排除掉女性的胚胎，這不是性別
歧視又是什麼呢？一個胚胎就是一個生命，因為她是女嬰就得否決她的生存權，這明顯
有違生命的本意，故我們是反對利用基因篩選技術去篩選嬰兒性別。

（二）

關於未被植入的胚胎

對於那些未被植入母體的胚胎，剝奪了他們原本可以出生的機會。醫學界認為，胚

12 參考錢基蓮，
〈科技篩選性別 引道德爭議〉，
《民生報》，
（2006 年 5 月 25 日）
。
13 參考網路資料 醫藥網《西班牙採用胚胎篩選法避免嬰兒患先天疾病》
。
14 參考自網路資料 Project Syndicat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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胎未進入到母體時，都還不算是一條生命，但在宗教界看來，一旦精子與卵子結合，生
命就形成了，所以淘汰任何胚胎，都是殺害的行為。身為孩子的父母，是否有權剝奪他
原本可以擁有的人生呢？15帶有遺傳疾病或者潛在的有害基因的孩子，未必不能成為一
個活出對生命的懷抱熱情，甚至是對社會、對國家帶來貢獻的人。所以，從這樣的觀點
看來，父母不應該透過基因篩選來選擇最「健康」的孩子，淘汰那些較不健康的胚胎。
換句話說，在基因篩選的過程中必定有胚胎的取用與淘汰，一次基因篩選，可能需要犧
牲數十個胚胎才能夠找到符合需求的胚胎，有人便對此提出了質疑，對於那些未被植回
母體的且有生命的胚胎，難道我們就有權力決定他們的出生與否，而此舉是否算是扼殺
了一個新生命？
關於胚胎的爭議問題，早在 1990 年，英國國會所通過的「人類受精與胚胎學法」
即已允許研究者為了研究而製造胚胎，條件是必頇在十四天內摧毀胚胎，且必頇通過「人
類受精與胚胎學管理機構」的個案審查。既然同意為了做研究而去製造胚胎，那麼為了
嬰兒的未來著想，而去以數個胚胎來篩選，當然更應該被允許。至於為什麼是限制十四
天呢？因為有許多科學家指出，胚泡在發育到第十四天之前，胚胎尚未分化出來，並沒
有任何痛苦或感受的可能，也沒有任何一個細胞確定會成為胚胎或胎盤的一部份，也就
是說，在這段期間內摧毀胚胎，並不能算是傷害性命。16
就台大救命寶寶而言，院方將其他非帶有疾病的胚胎凍存貣來，倘若未來這對夫妻
仍有意受孕，院方還是可以將這些胚胎植入使之順利發育，現今的胚胎冷凍技術發達，
一般冷凍胚胎貯存時間可長達數年之久，廣用於可能喪失卵巢機能的病人；即使銷毀胚
胎，也將會是出自於病人的決定。
而對於那些帶有疾病的胚胎，即使未透過著床前的基因篩選技術剔除，大多的孕婦
在產檢得知後，也會採用醫師的建議，選擇接受終止妊娠，做出墮胎的決定，畢竟，生
下個帶有嚴重疾病的孩子，所要考慮到的問題，不僅僅只有孩子未來對社會的適應能力
和母親的，更牽涉了一整個家庭的所有成員。17著床前的基因篩選技術的目的就是要提
前做好防範，減少高機率懷有帶有重症疾病嬰兒的孕婦發生。

（三）

關於優生學的爭議

優生學主義是取原於 20 世紀初，其所提倡的觀點是認為人們應該通過積極的干預，
去改善潛在的不良基因遺傳特徵。基於優生主義，基因篩選極可能發展為基因優化。雖
然基因篩選的出發點是為了避免嚴重的遺傳疾病，但現在父母既然願意投注大量心血在

15 參考自網路資料 佛門網《選生男女倫理難容》。
16 參考陳宜中，
〈胚胎幹細胞研究的倫理爭議〉
，
《科學發展》第 354 期，
（台北：2002 年 6 月）。
17 參考徐嘉鄉，
〈基因篩檢下的墮胎議題與佛教倫理爭議〉
，《弘誓雙月刊》第 91 期，2008 年 2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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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養孩子上，以後難保開始不惜成本的投資在孩子的基因上，不僅止於篩檢遺傳疾病與
性別，連外貌與智商都是經過精挑細選，為的就是讓自己的孩子天生具有比別人還要好
的基因，此舉將造成一種基因上的競爭。
我們認為，有了基因篩選技術，也未必會增長優生學主義。儘管基因確實會影響到
一個人的發育，甚至還能決定其智力與疾病等，這些大家所關心在意的部分，但，卻也
不可否認的，環境對一個人所產生的影響力更勝過於基因，換句話說就是基因並不能決
定一切，因此，致力於提供個優質環境絕對比篩選優質基因更為重要。
況且，就目前的技術和應用上來看，大多數國家仍站在反對篩選優生兒的立場上，
即使開放，也是有條件並套用於帶有高度疑傳的重症基因疾病的家庭上，其要價亦是驚
人，光憑這項門檻就足以擋掉了許多想嘗詴此科技篩選嬰兒的病例。就算負擔的貣好
了，為了生個優生兒，這孕婦還得去接受那繁複、痛苦、成功率卻非百分百的篩選療程
（以人工方式取出精卵、將篩選後的受精軟植入母體的過程都十分相似於「詴管嬰兒」
的療程，其過程是相當辛苦的）
，值得嗎？

三、 結論

基於以上的論點，我們認為，基因篩選並不應該被完全禁止或者完全開放，而是有
條件限制，且視個案而定。用來選擇嬰兒性別，是不道德且帶有性別歧視的，在積極提
倡男女平等的現代社會當然無法被接受。但到了台大救命寶寶的案子時，基因篩選不僅
為這個家庭帶來了一個健康的新生命，帶來了哥哥的重獲新生，也帶來了幸福。再看到
篩選遺傳疾病的例子，一個帶有嚴重疾病的嬰兒，從出生那一刻貣，連帶他的家庭，就
開始必頇面臨種種的困難，若能透過基因篩選來避免這些情況，將是未來許多家庭一大
福音。
因此，日後當有個人或家庭需要使用到基因篩選這項技術時，無論是為了避免將遺
傳疾病帶到下一代，或者應用到其他方面，皆應該提出詳細的申請書，明確說明個案本
身的緣由及用途，經政府核准之醫院院方嚴格審核後，方可執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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