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www.angle.com.tw      181

       *  中央研究院法制人員（Legal Counsel, Academia Sinica）
關鍵詞： 宗教合法（religious）、無神論者（atheist）、新法律（new law）、

醫療救助（medical assistance）
DOI：10.3966/241553062019120038013

美國密西西比州的一項新法律規定，醫師和護士基於

宗教理由拒絕對某些病人進行醫療行為是合法的，引

發討論。換言之，這也適用於拒絕治療宗教病人的無

神論醫師和護士。在美國，醫務工作者有權根據其信

仰拒絕為病人提供醫療服務，但每當發生這種情況

時，通常會導致與病人間的摩擦，並引發有關宗教自

由與病人權利之間的激烈辯論。病人經常訴諸法律補

救措施，並指責醫療人員違法行為，而當醫療人員因

此受到懲罰或被解僱時，其又會指控他們是宗教歧視

的受害者。美國及至少12個州正在考慮是否要強迫醫
療人員必須提供病人醫療協助，或是防止醫療人員因

宗教信仰而受到懲罰或開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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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new law in Mississippi has made it legal for doctors 
and nurses to refuse care to certain patients on religious 
grounds. It would serve to reason this would also pertain to 
atheist doctors and nurses who could refuse to treat patients 
who are religious. In other words, it can be inferred that this 
also applies to atheists’ doctors and nurses who can refuse 
to treat religious patients. In the United States, medical 
workers have the right to refuse medical care for patients 
based on their beliefs. However, whenever this happens, it 
often leads to friction with the patient and triggers intense 
debate about the balance between religious freedom and 
patient rights. Patients often resort to the law remedies and 
accuse medical personnel of unlawful behaviour. When 
medical personnel are punished or dismissed on these 
grounds, they will themselves argue that they have been the 
victims of religious discrimination. The United States and 
at least 12 states are considering whether to force medical 
personnel to provide medical assistance to patients or, 
conversely, prevent them from being punished or fired for 
religious beliefs.

壹、新聞摘要*

美國密西西比（Mississippi）州的一項新法律規定，醫師

和護士可合法地基於宗教理由拒絕對病人進行醫療行為。該法

律允許醫務人員以違反他們的宗教信仰為由，拒絕向LGBTQ1

*  The Science Post Team, New Law Makes It Legal for Atheist Doctors 
and Nurses to Refuse Care to Religious Patients, THE SCIENCE POST, 
Oct. 16, 2019, http://thesciencepost.com/new-law-makes-it-legal-for-
atheist-doctors-and-nurses-to-refuse-care-to-religious-patients/

1  LGBTQ係指女同性戀者（Lesbian）、男同性戀者（Gay）、雙性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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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區成員提供治療，也適用於無神論的醫師和護士，其可拒絕

治療有相關宗教信仰的病人。密西西比州的許多醫師和護士都

反對這項法律，但其表示仍會遵守並拒絕對某些生活方式選擇

偏執的病人進行治療。

無神論者Susan Jewer博士說：「並非所有宗教人士都反

對LGBTQ，就像並非所有無神論者都反對宗教，但如果允許

醫療專業人員因宗教原因拒絕接受治療，我非常樂意承擔責

任。」在美國，醫療工作者有權基於信仰而拒絕或牴觸給予病

人醫療照顧的情況。然而每當有這種情況發生時，通常會導致

與病人間的劇烈摩擦，並引發在宗教自由和病人權利間的激烈

辯論。法律和政治上的議題接踵而來，病人往往訴諸法律，控

告醫療人員蔑視，而當醫療人員被懲處或解僱後，其又會指控

這是宗教歧視。美國及至少12個州正在考慮是否要強迫醫療人

員必須提供病患醫療協助，或是防止醫療人員因宗教信仰而受

到處罰或解僱。

貳、可以強迫基督徒做違逆信仰的事嗎？

一、案件事實2

2012年7月19日，一對同志伴侶在科羅拉多（Colorado）

州（下稱科州）丹佛郊區的「傑作蛋糕店」（Masterpiece 

Cakeshop）想要訂製一個結婚蛋糕，當時科州尚未承認同性婚

姻合法，兩人準備前往合法的麻薩諸塞（Massachusetts）州辦

理結婚。然而，蛋糕店老闆卻向兩人表示「可以出售蛋糕店的

其他商品，但他個人不能為兩人『製作』結婚蛋糕」，因為這

者（Bisexual）、跨性別者（Transgender）及對性別／性向感到疑惑
者（Question/Queer）。

2  轉角說，信仰自由＞歧視同志？美國錯愕終審「同志婚禮蛋糕案」，
https://global.udn.com/global_vision/story/8664/3181308（瀏覽日
期：2019年11月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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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於參與了他所反對的宗教儀式。被拒絕之後，這對伴侶認為

蛋糕店老闆的態度有歧視同性戀之嫌，而向科州政府的公民權

利委員會求助。同年9月5日，科州公民權利委員會出面代表這

對伴侶提起訴訟，認定蛋糕店老闆違反了科州的反歧視法。

二、法院判決

2013年3月，科州簽署了承認同性婚姻合法化，於隔年正

式上路，同年10月科州行政法官也判定蛋糕店老闆「歧視不同

性向者」，應為這對伴侶提供相等的服務。一審及二審法院都

判決蛋糕店老闆不應該以宗教信仰與言論自由為理由，拒絕替

這對同性戀伴侶提供服務，但蛋糕店老闆仍堅持再向聯邦最高

法院上訴，其向媒體表示，製作蛋糕有其藝術創作的特性，若

強迫他製作這個蛋糕，等於是侵害其宗教信仰與表現自由，也

等於讓他參與其所反對的宗教儀式。

三、最高法院見解

最高法院認定科州公民權利委員會侵犯了蛋糕店老闆在憲

法第一修正案保障下的宗教信仰和言論自由權利。換言之，蛋

糕店老闆能以牴觸個人的信仰為由，拒絕替同性戀者製作蛋

糕。相關裁決中指出：「美國法律和憲法可以、並且在某些情

況下必須保護同性戀個人與同性戀伴侶行使其民權。但是出於

宗教信仰與思想上的不同而反對同性婚姻，同樣也是受到保護

的觀點，在某些情況下是受到保障的表達自由。」在最高法院

的投票中，最為外界矚目的是曾以裁定同性婚姻合法而著名的

大法官Anthony Kennedy，實際上他也投下了支持票。Kennedy

大法官表示，在全案中科州民權委員會對於蛋糕店老闆的敵意

與偏見十分強烈，特別是針對其基督教信仰，這是侵犯了他人

的宗教信仰自由。Kennedy大法官表示：「科州法律保障同性

戀者享有與其他公民一樣的權利與服務，但這些必須以宗教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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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為準的來施行。」針對這起訴訟的雙方，Kennedy大法官進

一步補充：「這些糾紛都需要以寬容來解決，不得蔑視他人

真誠的信仰，也不得讓同性戀者在市場上尋求商品和服務時

感受到侮辱。」而反對這項結果的兩位大法官Ruth Ginsburg和

Sonia Sotomayor則表示，雖然認同法院的一些觀點，但「強烈

反對這個裁決結果，不認為這對同性戀伴侶在本案中應該敗

訴。」

四、此項判決只限於本案

得知裁決結果後，蛋糕店老闆如釋重負。他表示，過去事

件的纏訟以來，讓他的蛋糕店遭受反對者的抵制騷擾而不勝其

擾。其更發表聲明：「很難相信政府會因為我基於對婚姻的信

仰來工作，因此而懲罰我，這並不是自由與寬容。」敗訴的同

志伴侶則表示，裁決結果意味著反對歧視和不公的奮鬥將會持

續下去：「我們始終相信，在美國，你不會因為你的身分而

被向公眾營業的商家拒絕服務。」而蛋糕店老闆的勝訴，令

其支持者喜出望外，不少保守派基督教團體紛紛在社群媒體

上表示對判決結果的讚賞。美南浸信會倫理與宗教自由委員

會（Southern Baptist Ethics & Religious Liberty Commission）

的主席Russell Moore表示：「這不僅僅是支持婚姻家庭觀念的

基督徒的勝利，也是所有支持良心和言論自由的美國人的勝

利！」但支持同志伴侶的團體則憂心，這個判決結果可能會造

成其他店家企業仿效，都以宗教信仰為理由來拒絕同性戀消費

者。對此，最高法院表示這項判決「只限於本案」，其他類似

的案件3則需待法庭日後進一步的闡述。

3  美國華盛頓（Washington）州一位經營花店的老婦因拒絕提供同志婚
禮鮮花而挨告，華盛頓州法院認定歧視判賠並提供和解方案，但老婦
堅持寧可破產也要上訴最高法院，以捍衛宗教信仰自由和言論自由。
華盛頓州近幾年的司法實務見解仍認定因宗教信仰拒絕服務客戶屬於
歧視，不當侵犯同志族群顧客之權利，換言之，商家的宗教信仰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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