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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臺灣腦庫的建置，對於我國腦神經醫學及腦疾病的治

療極為重要，對於腦庫運作時可能產生的法律問題或

倫理爭議，若能預先探討與釐清，必有助於未來腦庫

的順利發展。較為重要的問題有：腦組織的捐贈與採

集，以及與解剖屍體條例間的適用關係、超出原先預

設使用目的之處理方式、捐贈者與家屬能否享有返還

腦組織或檢體的撤回權等，都有必要進一步的探討與

分析。

The establishment of Taiwan Brain Tissue Resources 
Center (TBTRC) is extremely important for the treat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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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f brain neuro medicine and brain diseases in Taiwan. 
The clarification of legal issues or ethical disputes that 
have formed in it will inevitably contribute to the smooth 
development of TBTRC in the future. The particularly 
important issues such a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collection of brain tissue and Human Autopsy Act, the 
handling for use beyond the original purpose of collection, 
whether the donor and family members can enjoy the right 
to withdraw the brain tissue or specimens, etc., are all need 
further discussion and analysis.

壹、案例

A醫院與院內的癌末病人甲約定，甲死後將捐贈其腦部組

織，但僅限供該院保管與研究使用。在甲剛過世時，服務於A

醫院的醫師乙，雖已取得家屬同意，得對甲肺臟與心臟等器官

為病理剖驗，但乙認為，甲生前既已明確表達捐腦的意願，即

未再次徵求家屬意見，一併採集甲的腦部組織後為必要的處置

與保存，之後又提供B醫學中心作為研發藥物與臨床基礎研究

所用。甲的家屬事後獲悉此事，除了要求B醫學中心禁止繼續

使用外，也向A醫院要求返還甲的腦組織及檢體1。

貳、爭點

一、乙未經家屬同意解剖並採集甲之腦組織，是否合法？

二、甲腦組織經保存後，提供予第三方機構研究使用，是

否妥適？

1  本案例改寫於：東京地判平成12年11月24日，判時1738号，80頁以
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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