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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聯邦最高法院有關墮胎之憲法判樹:

史坦柏控卡哈特

Stenburg v. C紅h甜 120 S.Ct. 2597(2∞0) 

譯者:陳文政艸

*譯者說明:

1.本案是美國聯邦最高法院離 1973 年 Roe v. Wade 案、 1992 年 Planned

Parenthoo吐。f Southeastem Pa. v. C的ey 案後，第三個有關婦女墮胎之是要判

決 o

2. 在 1973 生f. Roe v. Wa也一案中美國聯邦最高法院確立了婦女墮胎的「一

期架構 J (trimester framework )基準'亦即:

(1)第一期:懷孕 O 至 12 週(懷孕初期三個月) ，婦女的墮胎與執行應

該完全以婦女的主治體生之醫療判斷為準 O

(2) 第二期: 1寰孕 12 至扭扭(懷孕三至六個月) ，各卅政府跨了保障母

體健康，得選擇，住地規範i車胎的相關程序。

(3)第三期:懷孕 24 至 36 過(懷孕六至九個月) ，由於此時期胎兒已經

能夠脫離母體而生存( viability ) ，因此除T為誰護母親是命輿健康所必要

者之外，各1'[、i政府為了促進潛在生命的利益，有權選擇規範或禁止墮胎。

3. 在 1992 年 Planned Parenthood of Southe部tem Pa. v. C品何一案中，美國聯

邦最高法院確立了婦女墮胎之 γ不堪負再 J ( undue burden) 審查基準'亦

即:

各州規範墮胎之法律，其目的或執行結果會為懷孕初期之婦女在獲

得墮胎誰?莖上設置最大之障礙巷，即造成婦女墮胎之「不堪負荷 Jo J'Lr不

.感謝三位語言名審查委員的審查意見。

﹒闊立台灣師範大學政治學研究所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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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甚負荷」之法填皆颺無效。

4. 在 20∞年 Stcnburg v. Carhart …甸案中，美國聯邦最高法院則是基於「不

模負荷 i審杏基准，宣布 Ncbras治州禁止特定墮胎方法一「部分分挽墮胎J

(partial bì巾的ortìon) 的法規無效 O

5. 本判決是以五比問表決通過。

6.2003 年美國國會通過「部分分挽墮跆禁止法 J ( Partial Bi的 Abortìon B訟

Act of 2003) 蓋自布希總統簽署公佈。

7. 相關文獻可參考 Hílary Gucnther, The Development of the Undue Bu泛的

Standar“d in Stcnburg v. Carhart : Wil1 Proposcd RU-486 Legislation Survive ? 35 

Jn拉去na Law Review, 10缸"的44 (2002) . 

一、本案背景

一位曾執行墮胎之醫生代表自己及其患者提起訴訟，姚戰內布拉斯

加( Nebraska) ;月1禁 r部分分挽i墮胎川partial birth abortion)法規之合憲

性 O

美關內布拉斯加區地罷法院法背 Richard G. Ko抖" J. '餌定該(系)

法規違憲 G 內布拉斯加升i提起上訴。窮八路姐上訴法院法官 Richard S. 

Amold 維持原判。聯邦最高法院授與移審令( ce口iorari) ，並出 Breyer 大

法官代表本院宣判:

的由於系爭法律欠缺任何提護母親健康之研件規定而違憲;

(2)系爭法律問同時適用於「擴張排出法 J (dilation and evacuation, D&島與

「擴張引出法 J(dilation and ex位'actíon， D&泊爾種體胎方式，對婦女主義用「擴

張排出法 j 墮胎者這或不站負荷( undue burden) ，以致對墮胎選擇權本身

造成過度負荷( unduly burdenin章) ，因而違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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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本案判決:維持原判(譯者註:即雖持內布拉斯加1'['[禁止?部分分

魏墮胎」法規違憲之判、決)

大法官金斯柏格(Gínsberg)參與大法官史帝芬無(Stevens)所提之協同意見

大法官歐接諾(0' Connor)提出協rtij意見書。

大法官史帝芬斯參與大法官金軒柏格所提之協伺意見書。

詩席大法宮內腎、奎斯特(訣ehnquist)提出不同意見書。

大法官史卡利(Scalia)提出不同意見書。

首席大法當內恩塔斯特參與大法官甘酒油(Kennedy)所提之不同意見書 o

首席大法官民恩奄其奇特與大法官史卡不lJ參與大法官湯噶斯(Thomas)所提

之不間意見書。

三、字u決摘要(Syllabus)

憲法對於婦女聲胎選擇權設有基本保障(Roe v. 偽諦， 41O U.S. 113, 93 

S.Ct.7侶， 35 L.Ed.2d 147; 月fwned Parent誨。od ofSou的eastem Pa. χ Casey， 505 

U .S. 833, 112 S.Ct. 2791 , 120 L.E止2d 674) 。

在胎兒能將脫離母體獨立生存( vìability )之前，婦女有權終止懷胎

(娃飯) ，倘州法律對婦女之決定構成「不堪負荷 J (undue burden) ，亦即

該法律之目的或執行效果，對婦女尋求帽胎途徑中設置寶寶陣騷(p1aci叩 a

substantial obstacle)者，即廳違憲 Q 在胎兒能獨立生存之後(poství的í1ity) , 

除為了保護母親之生命或健康且經清常之醫療事]斷( in appropriate medìcal 

judgment) 所必要者件，并i政府為能進其在人類潛在生命土之利益，得就

i墮胎加以規制 (re草ulate) ，甚至於加以禁止( proscribe ) 0 

系爭之內布拉斯加州法律規定，除了為解救母親生命用品、要者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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禁止任何「部分分挽墮胎」。該項法律將「部分分挽墮胎 j

f在致死...胎兒髓，將未出生活胎從陰道( vaεinally) 予以品分分

蛻J 的墮胎方式，而且將後半段的話意定義為: r為了執行打胎者明知會

致死胎兒且真的致死胎兒之墮胎方式， r雨寄計翼地將尚有生命的未出生

胎兒或其實體品分( substantial portìon) 分竣至陰道者。 j 違反該項法律，

保囑重單位lony) ，並自動撤銷其在該好i執業之醫生執照。被告卡哈特

(Carha訂)是位採用臨床裝置 (clinìcal settìng) 執行墮胎之醫生，偉提起本

，主張1'1'1法律違反聯邦憲法。地矗法院對決該法律違憲。第八逃過

法院知維持館與J <> 

本說到決:內1f1拉斯加州法律對執行「部分分挽墮胎」課以用!責，

如閱本院於 Casey案及 Roe案用闡釋者，係違反聯邦憲法。

(一)由於該頭法律試圖禁止某一種墮胎方式，本院乃就若干墮胎方式加以

，並依證棒和醫學文獻敘站如后:

(trimester )中之第二期 02 至 14 週) ，最常採用

「擴張排出式 j (dilation and evacuation, D&E)墮胎方式。該墮胎方式

(cervix) 擴張，使用非真空手術器其 (nonvacuum surgical 

ínstruments )移除胎兒某些組織， Ji (在 15 週之後)可能需要採用器械將

胎兒截肢( dísmemberment )或將胎兒某些部分陷落( collapsc) ，以便 0;寺

胎兒)從于自排出 a 當必要截肢峙，此方法之特點是:醫生將胎兒部分

肢體經由于世鎖拉進虛道 (bírth canal) 0 D&E 墮胎方式所伴隨之死亡率

( mortality )和後灑症(complication)遠抵於「誘導分挽 J (índuced labor)的墮

胎方式(三期架構中第二期中期次安全的方式)。

r擴張排出式 j 箱、容不同話使用於 1己還之後的墮跆方式，

被稽之為「克體擴張排出式 J (intact D&E) 。這種方式是與「整值此intact)

(uterus)握握子宮頸rm移出，亦即實施次而不是好幾次。;一完

體擴張誰出式 J 的體胎，按照胎兒頭頭前或蟬輯前題有兩種進行方式 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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腳朝前的方式被稱為「擴張引出式 J (dil叫on and extraction, D&X) ， γ擴張

引出式 J }通常讓人聯想到「部分分挽墮胎 j …一語。地逼法院總結道，明

顯mfi1J倍的證據顯示，在一卡哈特(Carhart)醫生每年所處理的十至二十個相

關懷孕時期之個案中，其所採用之 D&X 種胎方式，比 D&E 及其他墮胎

方式要優良，也一較為安全。而且，呈現在聽上的資料告強調， D&X 墮胎

方式在某些案例中具宿潛在利益益。

(二:)內布拉橫加州法律欠缺「為保障母親總康j 所必要之例外規定 Q 于中i

政府在規制( regulates )墮胎方法時，得f足進但不能危害婦女之健康。

1.本院拒絕了內布拉斯加州的論點，該論點認為:本案雖毋須提供健康飼

件( health exception )規定，因為有安全之替代方法可事實利用，堂哥lcD&X

墮胎方式對婦女之健康並不會造成任何風險 c 對此實際問題，兩道當事

人曾在地靈法院宿激烈爭辯;而法院熱決與諸據則支持卡哈特醫生。

2.內布拉斯加州及支持它的法院之友(amici) ，以八項論證(arguments)加以

回憊，並以ltt說明{可以地面法院之判決是不佮當的(irrelevant) ，錯誤的，

或僅通用於少數之案例。

3.這八項論證皆不足以證明，內布拉斯加州法律毋須提供館康例外規

定。首先，八項論證中之某些論證是無關宏旨的(beside the poínt) 0 

論證才冒出 D&Xr塑胎方式相當罕見，誠屬相當不恰當。州政府不能僅彈

指出多數人不需要某種治療，即禁止民眾擔得該項治療。

論證二二認為，事實上僅有少數醫生揉用該方法(D&X) 。此可能反應

出:第二期後段之墮胎相對上比較少、該墮胎方式之近混、涉及該墮胎

方法之爭議，或者如內布拉期加州、!所說的，該方法比較不實用。

再者，判法紀錄自憋了內布拉馬加州(及其法院之友)以醫學為基

礎的論證。

關於論證三，地區法說贊時，類似 D&E 及誘導分挽(induced labor)等

替代方法是?安全的 J '然而發現，卡哈特所採用之 D&X 鹽胎方法在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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墊，情況下更為安啥。

至於論誰四證詞指出，法律禁止並;不會增加某格罕見的鹽胎後遺誼

之風險。地區法院別比較信賴不同的專家諧調， r吉j比較不信賴內布拉斯

加州 O

論誰五舉法院之灰「美國內科暨外科醫生協會 J (Association of 

American Physicians and Surgeons)之主張認為， D&X 關胎方法的原理可能

引發特別的危險，已遭到卡哈特醫生法院之友的駁斥，但括「美國婦科

暨產科臀生協會 J (American College of Obste的cians and Gynecologists, 

ACOG) ，該會認為，結議中的替代方法會對于宮額及子宮造成相同或更

大之傷害 o

內布拉斯加州的論證六是正確的…?支有任何全面性的醫學研究就各

揖墮胎方法的安全性加以考證比較。本院也不會否認美國醫藥協會

(American Medical Associatio泣， AMA)建議的重要，性。即論證七，研言，除非

其他替代方法對婦女造成寶貴上更大之危險， ，任期通常不用「完體擴張

引出式 J (intact D&)。墮胎方法 G

然而，本院無法解讓「美關婦科暨產科醫生協會」的證明，該證明

未能確認 D&X 是保障生命或健康唯一選擇之情扭，站彿就像內布拉斯加

州論證八所指辣的，該證明否認、有因健康瞬孫布潛在需要D在X墮胎方式。

「美國婦科與產科醫生協會」也會主張 'D&X 可能是最合璋的墮胎方法，

並提供許多潛在的安全利攏。

4.最後，得到之結果是: (I)一項有瞬 D&X 某些自況下可避免儸康風

險的地區法院裁定， (2) 一項為何會如此、其在高度合理、有紀錄可查

的解釋， (3 )一種醫學上討論 D&X 是否普通較為安全的分歧意見，以及

(4) 欠缺一種程助於解答是J!其醫學問題的控制fi.醫學研究 O 在這些，情況

，本院相信該法律應有提康例外規定。

舉例來說 ， Casey案用語「為了. . .母親聽康之J6.控(necessa阱，並糧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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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的醫學到觀」中的 r &;\要 j 一祠，不能用來指湯，絕對之證據或要求一

致牲的嘴療意見。醫生們對於健康風險及過當治療的比較陸許佑，常有

不同。而且. Casey案「適當的醫學判斷」之用字，應具體住司法上之需求，

以容許醫學意見上值得信賴的不同觀點 o

再擇手一伊u ' 臀學意見上之分歧;意謂著不聽定性。倘若梧倍 rD&X

某些情況下是比較安全的墮胎方法 j 的入，其結果是正碼的，那!要欠缺

醫康例外規定，將體婦女於不忠、要之危險中。結如他們是錯的，那!腎健

康例件規定則只會變成「自始不&;，、要 J (約 have been unnecessary) 而已 o

(三)內布蛇斯加升i法律對婦女選擇墮胎方式，已構成不堪負荷(undue

burden) 。

1.靚女[]系爭法律既適用於較常用的 D&E 方法，也i適用於 D&X 主法，那麼

內布拉斯2日:I'f'f就不能否認系爭法律己構成了不堪負荷。本院向意第八路

運法院認為 D&E 墮胎方法愷屬於系爭法律所禁止「為執行程罪者

(pe巾的泣的明知會致死胎兒之理胎方法，而有計盡地將活胎或其實體部分

分繞進除道」的範窟。因為證據明確顯示: D&E 之禮胎程序經常是在胎

兒死亡前，出醫生將活胎的手臂、鵬或其他身體部分拉進陰逞。系爭法

律用語並末將 D&X 與 D&E 加以區分，該法律措辭未能探求 D&E 與 D&X

之臀舉}二差異，卻使兩者皆足以i適用。

還譜法律術話，不可能將 D&E 主法(將胎兒的輯或手臂經由于宮頭

說的)和 D&X 方法(將胎兒的身體從腳至1頭輕個經由子宮頸拉出)加以

區分。弱者皆需要將活自在的「實體部分 J (substantial po口ion)經由子宮頸需

引進除道…-JJt 正是與「部分分撓 J (partial birth)有關之墮胎方法的特徵 O

2本院拒緝採納內布拉顯加于1、|檢察長 (Attomey General) 的論諦，鼓，論證

認定系爭州、l法律確已將兩種(墮胎)方法加以罷分一也就是，設法律「實

體部分 j 用詣，意指「說輝到頭的胎兒 J (the child up to the head ) ，只要臀牛，

(手衛時)導入產道的，不是完整的胎兒身體，即不過用該法律一因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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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為本院應尊重他的觀點。

依照本院案例法顯示，接察長的F畏縮解釋 (narrowing Ìnterpreta討on)

不能賦予拘束性效力(controlling wei主跡。 側，本院溫常尊重聯邦下級法

院對於1'['[法律之解釋，倒如 /vJc持1Jj]jan v. /vJonroe αun三只 520 U.S. 781 , 7話，

117 S.Ct. 1734, 138 L. Ed. 2d. 1 '也鮮少審查類社已由兩個聯邦 F級法院所

同意的解釋。女[]的扭扭a v. Ameri何n Booksellers Assn.吋 lnc. ， 484 U.S. 383, 395, 

108 S.Ct.636, 98 L. Ed. 2d 7的。本案兩館聯邦 F級法院皆拒紹採信槍察長

之限縮解釋。再則，本院之先例警告我們應提院將類此本案中撥察長對

于十l法律之解釋，輯為「權踐性的 J (糾tho泣tative)解釋。那種解釋對於州法

院或增方法律執行當局並無拘束力。在內布拉斯加州，經由推選之檢察

官擁有主動提起刑事訴訟之權限。某些現任之檢察官(及未來之檢察長)

可能會引用系爭法律來追訴採用 D&E 鹽胎方法之醫生。

吾人亦不能說，聯邦下級法院採舟錯誤的法律幕準來評估檢察長的

法律解釋。第八恕迴法院自知有義務就該法律作出可以組避憲法困惑

(constitutiona1 doubt)之解釋。儘管如此，第八逃過法院的結論是:檢察長

的解釋將會扭曲法律之用語，它賦予了這時用語無法合理承載(cannot

reasonably bear)之意義。

第八逃過法院絕非是唯一拒絕採信類社限輯解釋的法院，因為在一卡

一個聯邦法院中的十」個法院，己會就內布拉斯加州法律所f采用的標準

法規衛語加以實體解釋(interpreted on the merìts )。結果發現，該衛語可潛

吾在:}溫巖用於 D~拉立X 以夕外半之墮胎方

臂重寶桂 J (恤s泣訟ub岫S仗砌瑚t訊切a缸叫n叫1哎tial討lw削el岫g的ht) ，本院依然應該拒絕採信檢察長之解釋，因

為它與法律用語相互衝突。系爭法律「實體單分 J (substantial portion) 制

顯示，該法律並末將該用語僅限於驗察長的解釋…ri是挪到額的胎兒 J(the

child up to the head)。內布拉斯加州議會的辯論報告對檢察長的論證弊多於

利， 1吐語正顯示:緝小如跆兒的腳也是胎兒的一吾吾分，也構成了胎兒的「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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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部分」。

縱使假定州檢察長試著區別「整個墮胎程序本身」與「用來致死未

出生胎兒的分離程序」有助於他區別 D&E 和 D&X 兩種墮胎方法，卻無

任何法律用語足以支持它。雖然如前所論，若採納檢察長的解釋可能可

以迴避憲法問題，惟於本案，當限縮解釋顯然不合理者，本院即無權如

此做。伊!如 ， Boos v. Bany, 485 U.S.312, 330, 108 S.Ct. 1157, 99 L. Ed. 2d 333 。

最後，本院從未裁定，聯邦訴訟當事人(litigant)在提起聯邦訴訟前，必須

等候州法院的解釋或等候既定訴訟程序之發展。 Oty of Lakewood v. 月alh

Dealer Publishing Co. , 486 U.S. 750, 770, n. 11 , 108 s .Ct. 2138, 100 L. Ed. 2d 

771 。但是，本案亦欠缺權威性的州法院解釋。州、|檢察長既未從內布拉斯加

州最高法院尋得限縮解釋，亦未請求聯邦法院確認其法律解釋論點。即

便是本院於本案傾向於確認其論點，本院也不能如此做，因為唯當某項法

規「相當允許 J(fair1y susceptible)採用限縮解釋時，本院之確認方屬適當，而

本案並非如此。見 Houston v. l!JJl, 482 U.S. 451 , 468-471 , 107 S, Ct. 2502, 96 L. 

Ed 2d 398 。而且，只有在所確認之問題是訴訟事由的決定性因素

(determinative of the cause)時，內布拉斯加州最高法院才會加以確認，而本

案並非如此。

總而言之，由於所有採用 D&E 方法執行墮胎者，勢必擔心被起訴、

判刑和入獄，因此，內布拉斯加州系爭法律對於婦女墮胎選擇權造成不

堪負荷。

多數意見: Breyer, Stevens, 0' Connor, Souter, Ginsburg 

不同意見: Rehnquist, Scalia, Kennedy, Thomas. 

四、判決文

布雷爾(Breyer)大法官代表聯邦最高法院發布判決文:

(一)我們再次審視墮胎權問題。吾人瞭解此一問題的本質其有爭議性。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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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百萬計的美圈人相信，生命始於受胎，囡此，墮胎近乎殺害無辜胎兒。

他們軒於允許體岳之法律思想感封厭惡;而另訂數以百萬計的美騙人則

碧藍膚、法律若禁止鹽胎，將使許多美國婦女遭致刑罰，以致生命缺乏尊嚴、

自由槽受到對奪，而且導致茄些婦女須在最少之資源且仲龍著死亡

和苦惱之風險下，進行非法墮胎。

本院審酌這些實際上相左之觀點、明瞭憲法J豆、讀規制社會，使社會

成員得以誠摯地直蜂擁有彼此對立之意見，以及考攏到基按憲法是個人

基本自由守護者，在一個世代的歷程中，一再反覆裁定:憲法對於婦女

(墮胎)選擇權提供 f基本保障。 Roe χ 偽詩; 410 U.S. 113, 93 S.Ct. 705, 35 

L. Ed. 加 147(1 973); 另'anned Pan卸的。od ol Southeastem Pa. v. CllS，哼~ 505 U.S. 

833, 112 S.Ct. 279 1, 120 L.Ed. 2d 674(l992} 0 吾人不擬修正這些法律原則，

相對擋，我們將這些原則適用於本案。

(二)在本院之前，有三個己確立之原則吋供解決爭端。古人將採用 Casey

黨聯合意見之用語來加以說明。

首先，在(胎兒)脫離母體而能獨立生春之前，婦友有躍躍擇終Jt

嚷胎 G

第二， r一頃法律若用品增進各州、!在胎兒生命上之利錯，而在胎兒能

獨立生存前對婦女之(墮胎)決定設置不堪負荷者j 即囑違窟。「不塔負

荷的簡單結論是:某一刑法律之目的或其執行結果，會為1寰孕早期 (HP

胎兒向宋能脫離母體而生存)之婦女，在尋求墮胎之途徑上，設置實質

障礙(substantia1 obstac1e)者f

第三， r在胎兒脫離母體而能搗立生存之後，除為了保障母親之生存

或體康，並經鴻當的醫療判斷用必要者外，知為了促進其在人類潛在生

命上之手u雄，得對!墮胎加以規制，甚至於加以華 i上。 J

吾人將這些原則應用到內布拉斯加州法律禁 [1:. r 部分分挽墮胎j 之爭議

上。系爭法律條文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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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母體之生命因:午，理賠礙(physical disorder) 、生理病症(physical

illness)或身體受傷(physical injury) ，包話函，[豆豆孕本身所引起或肇間於懷孕

需有危及牛.命之處有所必要悴，本刊、!熱止採用品分分挽墮胎;方式 o J 

該法律將「部分分挽墮胎J 定義為:

「一種自打胎者在致死胎兒詣，將未出生之活胎從陰道予以部分分挽，

並完成分挽之墮胎立于法。 J

系爭法律混一步把「在致死胎兒話，將未出生之活自台側重道予以部

分分兢」

「露了數行打胎者明知會致死未出生胎兒旦真的致死胎兒之鹽胎方法，

而慎盤啦、有計盡地將活跆或其實體部分分競選除道者J

該法律將違反該法者歸為「三三級重罪 J (Cl紛 III felony) ，處以最高二

十年吾期徒刑，最高:二咒。00美元罰金，並自動撤銷在內布拉斯加斜

拉業之醫師執照 Q

本院判定該項法律違反憲法。

五、判決理由

mc 泊H分

1.卡n含特(Leroy C的約)醫生係-名以臨床裝間來執行-瞪胎的內布拉斯加

州、!內科醫生。他向聯邦t童話法院提起訴話，主張竄告內布拉斯加州法律

反聯邦憲法，問持要求發布禁止執行該項法律之禁制令(injunctìon) 。

經過雙方都提交若干專家證詞之實體審理(on the m的心)後，聯邦地路法院

裁定系爭法律還憲。經過上訴，第八遐思法院維持原判。本院授與移審

令以審酌本案。

2.由於內布拉斯加州法律試屬禁止某一種體胎方法，我們生子須描述並討論

」些墮胎方法。就這些方法會終K.人類潛在生命而舌，某些人對我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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討論可能只覺得客觀冷靜或無感覺，某些人對此或許會覺得驚'[1聖反感 Q

然而，為了使讀者明瞭不同墮胎方法之閉在技離主之差異，以及瞭解攸

關本案結果之相關實際問題，已別無其他方法。昆此，本院根據初審法

院之判決、主基本的證據及相關醫學論著，將對有[關體胎方法之技術細節

加以評近t 0 

白文獻研確認和增楠，品j呈現在初審法院已有的證據，顯示如 f:

的根據美國「疾病預防壁控制中{} J (Centers for Disease Control and 

Prevention)之「墮胎監督 J(Abortion Surveil1ance)資斜(以下稱「墮跆監督 J)'

在全美關執行的既有墮胎案件中，約右百分之九十是在懷孕初期之前十

思寶路的。在懷孕三期(trimester)初期，最主要的聲胎方法是「真空殼

引法 J (vacuum aspiration) ，其他作法是將真空管(vacuum tube)插入子宮;0、排

除體內物 o 類此墮胎之輯行，典哩IJ上係針對門診病人以局部廠醉方式進

行。其空吸引法被認為是特別安全的方法。

以懷孕初期的墮胎為街，使用該法之死亡率要比懷孕足月之墮胎方

法億五至十倍 G 引發後遺症的比率值比較低。然而，髓著胎兒身體還楷

長大，真空吸引法告愈來東難採用 O

(2)在所有墮胎案件中，約有百分之十是在攘孕中耳目02 至扭扭)實施的。

一*九七0年早期，利用注射瞎液(injection of saline)進入于宮的誘導分鏡法

(inducing 1abor)是懷孕中期最重要的墮胎方法 O 然而，時主今日，專業醫

師對於大多數的懷孕中期墮胎，己能藥物誘導分挽法改為手術-'方法。最

常用的方法稱為?擴張排出法 J (dilation and evacuati侃， D&E)這種方法(但

括 a種慣用於懷孕中期全力的修正式真空吸引法)在懷孕十二至二十週階

段所執行的間有墮胎案件中，占百分之九十五。(見[唾胎監督J 41 頁)

(3) r 擴張排出法 (D&記)--般指i襲孕卡三週或輯、晚而經由于-宮頸戶fr執行的

墮胎方法。地區法院所引用的「美圓醫藥協會報告 J (American Medical 

Association Repo的將該方法描述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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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嚷孕十三至十五獨期聞:

「擴張詐出法與其空吸引法類似，不同的是茹苦讀將于宮頭擴張，以便

於使用于術器具移除較大塊之(胎兒)組織。本方法;最常要使用滲透佐

擴張器(osmotic dilators) ，可能會施打靜脈液(intravenous fluids) 、止痛幫

(analgesic)或鎮靜劑(sedative) 。而後叮能實施像保議 F宮頸麻醉法的局部麻

醉(local anesthetic) ，再來是擴張劑消除(如果有用的話) ，然後以(于街)

用具經由于白頭伸入子宮以移除胎兒胎盤組織(placental tissue) 0 由於胎兒

組識易碎且容易破損，胎兒可能無法完整地移出， ~火lr而需用百11除器(curette)

說除子宮壁以確保沒打任何組識殘留 o J 

嚷孕十五道之後:

「由於;在lbt一懷孕階段，胎兒已較大(特別是頭龍) ，骨館也較堅硬，為

了移除胎兒及胎盤組織，此時比懷孕稍早時期較為需要採用截鼓

(dismemberment)或其佈破壞性方式 o J 

懷孕二十溜之後:

「在使用擴張排的法末期稍前(懷孕了十泊之能) ，有些醫生會使用胎內

的龍化彈(potassium chloride)或柔毛洋地黃素(digoxin)來誘發胎兒死亡，以

促進胎兒揖出。 j

擴張揖出法在操作叢略上雖在若干變化，然而，其共同點包括:

第八子宮頸擴張;第二，至少要龍舟算真空器具移除某些胎兒組

織;第F 三， (在懷孕十五迪之後者)可能需要將胎兒以器具茄以截醫囑節

(disartìculation) 、識肢(dìsmemberment) ，或將，胎兒某些部分陷落(collapse) , 

以促進胎兒從子宮排liJIO

(4)當擴張排出法需要以器具截斷胎兒關帥，典型上就會出現醫生將胎兒

古巴分緣由于它穎而拉進產道之情形。卡哈特臀生在法庭主的作證如 F:

f 截肢是在器具牽去 日(intemal os of the cervix) 

之對拉著安哥拉counte←traction)之間處理的。 "'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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γ律師:所以，截肢是在你將胎兒 J部分經由于白頭拉出之後才進行的，

是嗎? J 

「卡[}合特暫住:是的。囡為醫弓三是干IJ是子宮頸的兩1~狹帶(strictures)或兩

舖環(rings)--' J弋告頸內口與子宮頸外 [1...那就是實際t:執行截肢的

丹3...

「律師:我們先n妒忌舍，以及論及 D&E 墮胎方法時，苦而不是指完體的體

胎方法，在路?拉克 F' 你是否會先在于宮裡將胎兒先行截肢，再將截肢

部分移除? J 

r Tll合特醫生:我不認為如此...我並沒有“聽說有任何方法可以進入子宮

並且有計蓋地在子宮內將胎兒截肢...採用此方法需要在截肢之前，用某

種東西控制胎兒的活動，以免干擾手緝進行。」

一告:浩特醫生有關胎兒關節截關位置的詳細說明，與其他相關資科來源相

符合。見《醫藥及于術暫且台卜頁 135 (史坦伯費依諒醫生< Dr. Phillip 

Stubblefield )證詞) (問:所以你實際仁並非先在于室內將胎兒截肢，然

接將訴片取出?答:是的)

(5) D&E 體胎方法也帶有一定的風險 o 在子宮內使用器械會對週過器官這

成偶發性穿刺及傷害等危險。尖銳的胎兒骨略碎片也會浩成相同的危

險 o r而若意夕待室留胎兒組織即可能引發感染(infection)及其能各種後遺

症 O 儘管如此，若干-研究顯示:懷孕第十二週至二十海採用 0&忍墮胎;方

法所伴隨的死亡率及後清症等風餘，遠低於誘導分繞開船方法(induced

labor procedures) (該方法是懷孕第二期中期第二安全之墮胎方法)。

(6) 在審理過程中，卡哈特醫生和史坦伯費依德醫生會描述一J柯î D&E 的

衍生方法(variation) ，稱為「完體的擴張排的法川intact D&E) 。和 0&且其

他類型操作技術一樣， r完體的擴張排出法 J 首先要誘導子宮頸擴張，然

後要將胎兒從子宮頸「完整的 J (intact)移出，亦即一次通過移出，而不是

多次通油(移出)。這種方法活常在懷孕十六連後的最初期，由於無法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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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真空吸引，以及因胎兒頭驢(fetal skull)太大以致無法通過子宮頸時使用 O

「完體的擴張排出法」之進行是根據胎兒的體位(胎位) (the presentation of 

the fetus)來決定的 o 假如胎位是頭在前(頭驢產式， a vertex presentation) , 

醫生會先將頭驢陷落(collapse) ，然後將整個胎兒經曲子宮頸拉出:假如胎

位是腳在前(臀位產式， a breech presentation) ，醫生會先將胎兒身體部

分經子宮頸拉出，然後將頭驢陷落，再把(整個)胎兒經于宮頸拉出。這種

從臀位引出的完體擴張排出法，也就是一般人熟知的「擴張引出法」

(dilation and extraction)或稱 D&X 。在懷孕第二期後期，頭驢產式、臀位產

式和橫產式/複元式產式(側面產式) (traverse!compound (sideways))發生

的比率大約相同 O

(7)完體的擴張排出法在某些書籍或臨床墮胎教科書中也有記載，並且承

認兩種衍生方法。正如前述，這些方法首要要求醫生根據胎位以決定採

用何種方法將整個胎兒拉出 O 此即卡哈特醫生採用之墮胎方法。根據海

斯喀醫生( Dr. Martin Haskell )守|證，有-種與完體的擴張排出法略有不同

之墮胎方法，則要求在所有墮胎案件中，要將胎位轉換為臀位產式 O

(8)美國產科暨婦科協會的COG)以相當於臀位轉換的完體擴張排出方法之

方式，將 D&X 墮胎方法的步，驟描述如下:

第一，審慎的將子宮頸予以擴張，通常要一連好幾天;

第二，運用器械將胎兒轉換成足臀在前(footling breech)之胎位;

第三，以臀部牽引方式將身體拉出到只剩頭部;

第四，將活胎之驢內物部分排出，以便將己死{El尚完整之胎兒從陰

道分挽。

不論前述技術上之差別， I完體的擴張排出法 J (intact D & E)與「擴張

引出法(D&X)J 兩者問之相似性已足以讓我們將兩個名詞互換使用 O

(9)卡哈特醫生作證時指出，在婦女懷孕卡六至二十週期間，他會嘗試採

用「完體的擴張排出法」是因為:第. ，它降低了由於尖銳骨儲碎片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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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于宮鑽研造成之危險;第二，將牽引胎兒所需的器被通i晶(子，自頸)次數

降到最少，並減少因使用這些器械而造成子宮穿孔的可能d性;第三降

低將，胎兒組織和胎盤組織殲間在于宮內之心叮能性，這勢會引起感議;第

四，能夠防止胎兒組織接母體循服用吸收而造成潛在的致命性。

地區法院對於 D&X 墮胎方法的整體安全性並無任何故定。然而，地區法

院的結論是:證接既明確又可倍地顯示， .在長哈特醫生每年前面對的十

-1一個墮胎案倒中，其所採用之 D&X 噎胎方法不但價於，而且比其他

相當懷孕時期所用之方法來得安全 G

(1 0)審理中所呈現之資料顯示 'D&X 墮跆方法在某些情況，如涉及無獨

立生存能力的胎兒時，具有潛在利益 o 例如，腦中不正常橫水(踏水腫)

的胎兒 ò (某些醫生可能偏好採用完體擴張引出法，特別是當胎兒被診斷

出患有腦7J<: ID損或其能無法離開子宮偏生存的異常現象哼一引自 A時A

報告) ，而根據惡萊姆斯(Grimes)所撰〈後期堅胎仍有需要以The Continuin喜

悅ed for Late Abortions, 280 JAMA 747 , 748(1998))(D&X 對於胎兒異常特別

有用，研如腦水腫，因為它可對商品胎兒驢腔，以較小的直認通過子宮頸，

因而降缸子宮頭傷害之風險)。也有其他人強調，這種方法對於婦女子宮

會有痴痕草採用誘導分挽方法特別有危險者，具有潛在利益 O

(11)目前並無任何可靠的資料，足以顯示每年採用 D&XI墮胎方法的案例

數。估計每年約有六四0件至五000件。

第(二)部分

我們所面臨的問題是:內布拉顯加卅法律起於揉舟「部分分挽墮胎J

者課以刑罰，是否如本院於 Planned Parenthωd of Southeastem Pa. v. Casey 

案(1992)和 Roe v. 仍de 案(1973)所闡釋者，為違反聯邦憲法。

本院最後認定，內布拉斯加州法律至少基於兩個個別的理由商確屬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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蔥。第一該法律欠缺任何為保障母親健康之例外(exception)規定。第二，

該法律對於婦女選擇 D&E 墮胎方法構成溫度負荷，因而對墮胎選擇權本

身造成不堪負持。

我們將依序繞這些理由加以討論。

1.本院在 Casey案聯合意見書中重申了 Roe案之判決，叩 í 在胎兒能獨立

生存之後， [涂為了保護母親之生命或健康經適當之醫療判斷所品要者

外，乎f'[政府為倪進其在人類潛在生命 t之利益，得就哩胎加以規制，

至自於加以禁止。 J

內布拉斯加州法律同時通用於胎兒能獨立生存前及胎兒能獨立生存

後之墮胎的事實，使呈現出的憲法問題誼顯嚴重。

升|政府在規制墮胎上的利益，在胎兒能獨立生存之前達低於胎兒能

獨立生存之後。 rtJ於法律須有健康例外規定方屬有妞，即使是對於胎兒

能獨立生存後之墮胎規制也是如此。所泣，內布耗掉?加1'1'1法律有關胎兒

能獨立布，前之規斜，至少啦要具備相同條件。(見 Casey 案多數意見書;

主張胎兒能揖立生存前之規錯，須有權康例外規定〉

上連標準也視州規制能杏仁促進針、i政府在人類潛在生命 t的手Ij雄 j

rm定。!有布拉蜓加州、!法律當然不是錯挽救問題胎兒免於被毀，來增進其

在人類潛在生命上的利益，因為他所規制的只是執行璽胎的方法。內布

拉~付日于1、!對其利益有不同的指燼。它認為該法律 í表現出臨櫻未出殼的

生命 J í 阻止殘忍對待部分出生之藝兒 j 立在 I丟在持醫療專業的完整性 J 0 

然而，我們無法君的相關和麓的不同，與即將產生之問題…NrJ í 健康 j

要件之連用，有何影響。

問此，最重要的標車乃是喜求「為了保讓母親生命或館康立體適宜

之醫療判歸所必要者 j 須有除外規定。因為本院已明確指出，外!在規制

墮胎方法時可以促進{且不能危害母親之健康。

揚瑪斯大法宮指出，前引案例{革將此原則，滴用於囡懷孕本身所產生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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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威脅之情況。他錯了。

由 Casey法院研單，中之前去 i案例承認，州政府固然不能將婦灰之健康

暴露於芽ß種情境('懷孕本身對錯康之威脅) ，并i規制也歹緝迫使婦女們謀

取比較危險的墮胎方法等重大風臨之中 O 本院判儕由一再廢棄那些在規

制j墮胎」合法之過程中設置重大體康風險之法規。這些爭IJ伊i顯示，對婦女

健康造成之風險，與規制某ι 一而特定墮胎}]1:去或完全禁止體胎所產生的風

險，實無二致。本院判決並未超結 αsey案所確認的範疇。

(1)內布拉斯加州的住了1應是:除非確有「飼外 j 規定之需要是，否則法律並

無「健康除外」規定之忠、要。內布拉軒加州、!認為本案並無「例外 j 規定

之必要，競辯稱: r安全替代方案仍然可資手fJ用 J 而「禁 It.部分分鐘哩胎

(D&均不會對婦女健康帶來任何風驗。」內布拉斯加州、!福臨的問題是;

當事人在下級審判法院強烈質疑此一事實問題，且盡據不[J法院裁定

( findings) 對卡哈特醫生有利 O 內布拉斯加州無法具體講明禁止 D&X

而無健康倒外規定不會對婦女帶來重大的健康風險，自為紀錄顯水，

要醫學槽威支持「在某lÉ些情況下 'D&X 可能是最安全的墮胎方法 j 的主

張。

本院將以摘要方式重申相關的法院裁定與證據。地區法院根據醫療仁的

證詞作出結論指出，在卡哈特臀生每年所面對的十至二十個個案中'--t

哈特朗踩用的 D&X墮胎方法要比 D&E或其他在該懷孕期問所使用之墮

胎方法，要來得安全。發現顯示 'D&X 墮胎方法可以在使用最少的器械

情形下，讓胎兒過溫F自頸。因此，這種方法: r縮短于術時間、降低失

血及感染風險;減少因特幣碎片斯康生之後遺症;減少困使用器械對子

當及子宮頸之傷害避冕最常導致母親死亡之*般性菌素(擴散性血管

凝屆症(DIC)及羊水桂賽(amniotic fluid embolus) ;校消除悶胎兒部分殘留導

致可怕後遺位之可位性。)

地峰法院申明確指出，自「美國產科暨婦產醫生協會 J .(ACOG)所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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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的潛在小組所做的結論說 'D&XIY空話方法在某特定情況下，對挽救母

親生命或維護其體康可能是最好的或最適當的方法。就本事件曾聽取專

家證弱的聯邦審判法院，也同樣做出應有?例外J 規定之事實結論 o

(2)內布拉斯加1+r及支持它之「法院之友 J (amici)回應指出，這情發現並不

適當，是錯誤的，或只連丹:於 4、部分錯案。該回應指出:第一 'D&X

璽話方法甚少使用;第二 'rtri且只有少數醫生採用;第三 'D&E 墮胎方

法及導產墮胎(labor induction)方法直是安全的替代方法;第冊，根據

語人的醫療專家誰說指卅，該禁令(禁1r採用 D&X 盤抬方法)雖不會增

加婦女的罕見墮胎後遺症的展險(如擴散J住血管擬回症及羊水程車)。第

，美圈內科堅外科臀芳:協會(甘le Associatíon of American Physicia那 and

Surgeons)等J支持內布拉斯加刑的法院之友們肆稱 'D&X 墮胎方法的某些

要素可能導致特別風險，位指因過度擴張月7引祖之子宮頸失能、間翻轉

給位，研產生之傷書，及在進入犀道峙，因盲目使用器械穿刺胎兒頭驢所

導致之危險;第六，內布拉斯加州、!進 J步強調，立ft無任何醫療研究「

實(es攝制íshing)部分分挽墮胎方法之安全t1: J (原告答辯書，頁 39) ，第七，

前答辯書指出( li吐，頁 35) , ---項美國醫藥協會的MA)政業報告書認為:

顯然沒有任何一致性的看法認定完體擴張排出法(intact D & X)是誘導糟話

之瞧… a適當方法。」第/丸，該報告書亦指出「美國婦科暨產科醫~協會j

在闡注 D&XI墮胎方法可能是最好或最適當的方法峙，特別附加說明 :r賠

審員並無法確認在何種情說下 'D&X 將是挽救母親生命:或保障母親健康

的唯 a選擇。 J

(3)詩人發現，以上八點論證並本足以例證內布拉斯加州法律毋續提供儸

康除外規定。叫來，主述某將論證業已難題(beside the point) 。論誰 A提到

D&X 墮胎方法甚少使用，相擋不J洽當 oD&X 墮胎方法固然甚少使用，

然而'健康倒并規定問題研涉及者是:為了應付那時罕見情況，為了保

障婦女館康，是否應有例外規定。對於有可能發生在任何人身上之罕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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痕病，有必要採取竿用之治療方法…-1\1'1政府不能{誓:以指陳多數人不需要

某種治療方法~i1禁止人民獲得該項治療 O

吾人亦無法確知 ， J[i正有少數醫生採m該墮胎方法 (2會證二)之事實，

是否反映出該方法在懷孕第二期後半的鹽胎較少使用，使用該方法之近

況，該方法所涉之爭議，或如內布拉斯加州所指陳者，技方法欠缺實用

性 Q

其次，法院的判決紀錄對內布拉斯加州(及其法院之友)右關醫學

之論證加以自應。例如，關於論誰三而言，地罷法院同意類似 D&E 及導

產墮胎(induced labor)等替代方法，是妥~對台，然卻發現在某些情況下 'D

&X 鹽胎方法則更安全。

關於論證凹， :I:~屆法院完全採信不同的專家證說，該證祠指陳: r完

體擴張排ili1:去之另一頭領點是，它提除了腦動脈組織桂塞(embo1ism of 

cerebral tiss闖進入婦女血混之風險。」

在回應法院之友的論證五，美關婦科贊產科醫生協會在其事實摘要

書(brief)中，否認 D&X 墮胎方法普通上比其他方法更其風險。該事實摘

要害指肢，題議中的替代方法對子宮頸及子宮的儷害有相同或更大之風

險，因為 rD&E 墮胎方法需要同樣程度的擴張」而「分挽貝司當然需要更

高程度之子宮擴張」。該協會指出，被告卡哈特醫生並不重新定位胎兒，

因而能擺免因轉換胎位為臀部康式所導致任何之風險 o I而且，與 D&X 墮

胎方法相比'D&E墮胎方法同樣也要在于宮腔內盲目地操作尖銳的器械。

我們不與內布拉斯加州爭論論證六，因為內布拉斯加州的論點正確。沒

有任何普遍性的醫療研究文件足以證明何種方法具有比較安全性。我們

也不會否認美國醫藥協會論誰七所揀連的含義，縱使內布拉斯加州確實

遺鴻掉該陳主色的其飽部分，如: r 美國醫藥協會建議，除非其飽替代方法

對女性會實質上引起更大的風險，否則不要採用該墮胎方法(D&X) 0 J 

我們無法判讓美國婦科堅產科醫生協會的COG)陪審團的證明(該證明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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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認定何種情況 F'D&X 方法是唯 a挽救、保際婦女生命或館接之選

擇) ，彷佛如內布拉斯加州論證八所指陳，並不用為 D&X 方法提供潛在

與健康有關之需求。那是因為該協會在其法院之友搗要中說:

「根據外科醫生的技街和經驗 'D&X 墮胎方法對某些婦友而言，在某些

情淚下可能是最過當的方法。在J攘孕同時期所採用之墮胎方法中 'D&X

墮胎方法比其鮑方法呈現出許多潛在安全世的利益。與J需要實施識肢之 D

&E 之聽胎方法相比 'D&X 墮胎方法涉及子宮穿孔或手背頸害li磁之嵐險

較小，因崑採用 D&X 方法醫生使用尖銳器械進出于宮的次數較少，並減

少會傷及子宮事日子宮頸之尖銳胎兒骨，聽碎片的牽生。 t且有相當的證據顯

示 'D&X 墮胎方法能降低胎兒組織殘留，胎兒組織殘留是一種嚴重的學

跆接遺症，它足以導致母體死亡。 D&X 墮胎方法啦可減少胎兒頭部 r 自

由浮動 JJ (如e floating)的發生率，這種白血浮動會站成醫生難以夾性和移

除胎兒的頭部，囡聶叮能導致母體之傷害。 D&X 墮胎方法用鍵時問通常

比其他懷孕同時期之墮胎方法還少，對健康有所俾益 O 體胎手術過程愈

，失i虹、創傷和受麻醉由愈少。 Y完體的擴張撐出法 JJ (int那tD&凹的一安

全性優點已被臨床經驗研證覽。特別是對特殊健康狀況的婦女而言，

育醫療上之證捧證明 D&X 鹽跆方法可能比其他替代方法較為安全。」

(4)結果是，地區法院的裁定包括 :D&X 唷胎方法在某些禱況很有意思地

能預防健康風險，一頃相當合理的、有紀錄為一基礎的、足以說明可能會

如此的解釋，…種在某些醫療專家有關 D&X 墮胎方法是否普攝 t較為安

全的分歧意見，以及欠缺…種能協助解答這些臀療問題的可靠性醫療，研

究。鑒於以“f二這些些與醫療相關 I尚有證攘的各種情形，我們相信該項法律

患有健康例外規定。

依據 ζ訕。y案之用話， r必要 J (necessary)一語是指?為了保障母親之

生存或飽康立經論當之醫療判斷所必要 J (necessary, in appropriate medical 

judgment, for the preservation of the life or health of the mother)不能用以指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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絕對必史~'f空(absolute necessity)或絕對論據(absolute proof)。在特定案例中，

醫療處理與程序常是按照評估諧的比較性健康;風險(及健康利益)來認

定其自適當(或不滴當)。該用語恤不能要求醫療怠見 t之‘致性。醫生

們在評估比較能鏟康風險及;當當的治療時，常有差異。而且 ， Casey案「適

當的醫療何斷」用話，立、須將司法要求予以具體化，以容訐醫學意見上館

得信賴的不同觀點…有點頓飯 γ美國醫療協會 j 及「美國婦科臀建科醫

生協會J 在本案中之撩述，所共同表現出的差異 ω

再其次，有關本葉之醫療分歧意見，具有極大之不確定性。此 a因

「風險存在 J 而不是「沒有風險 J 之徵兆。當前之分岐意見，競爭

論之雙方;而言，都需要有能夠高度勝任立飽學之專家 O 倘若有一個重要

之醫療團體，相信某一種方法可對某些的患帶來較高安全，性， 11.在醫學

聞自上能支持該論點，吾人即不能說，不同觀點的存在就能誰明相反的

事。更貼切i聽說，該不躍定，性意謂著，那些相信 D&XI墮胎方法在某些情

況下是較為安全方法的入，最終可能是對的。苟如此，欠缺健康倒外規

定將對婦女之悲劇性館康後果設置不必要之試驗 O 倘若那些人是錯的，

健康倒外規定將話是自始不必要。

總之，內布拉斯加什i始終未說聽我們，保障婦女韓康從來不須有健

康例外規定 O 更貼切地說，完全禁止使用 D&X 墮胎方法之法規會對健康

浩成重大風險。該法規格將包括健康和j外規定。這並菲如大法官海藹斯

及甘酒迪斯主張者，無論何時只要某位醫生認為某一﹒輔墮胎方法較好，

卅政府即不可以禁止該墮胎方法。斜政府絕不需要授與體生們在選擇墮

胎方法將擁有白由裁量權(甘酒迪大法宮不同意見書)。然而，事實上有

醫療判例認定，禁11:某一特定的墮胎方法將會危及婦女的健康， α'sey案

判決即要求，當某…一種胎方法是「寫了保障;母親之生命或健康且經適當

之醫療判斷冊，豆、要」者，該墮胎法規即應有健康例外規定。本說要求本

案應有罷康例外規定並未停離 Casey案，而是位接過用該案之判決主旨 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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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第八~)卸去臨判定內布拉斯加州、!法規違憲，以 Casey案之用語來說，係

由於該法規對婦女尋求「胎兒在未能獨立生存前」之墮胎法律中，設置

于實質的障礙。因而，對於婦女在 f 胎兒未能獨立生存」前的終止，攘胎

權利，品，或「不堪負荷 J (undue burden) 。內布拉斯加州並未否認，假如系

爭法規問時適用於-鍛常採用之 D&記和 D&X 墮胎方法，芽f)瘦就會構成

「不堪負荷」。而我們i詩意第八路過法龍之看法，該法規確實如此痛用 O

就本院子i觀 D&E哩胎方法之討論顯示，它也在系爭法規禁止採用範瞬之

內。該法規禁11二?為了執行打胎者明知會致死胎兒呈真的致死胎兒之帽

胎方式， ifdfiE十盡地將尚有在命的未出生胎兒或其實體部分( substantial 

portion) 分說至陰活者。.J依據這些用諦，吾人很難理解一損人要如何區

別 D&E (拉一隻路或手臂油過于宮頸)與 D&X (拉幫個胎兒通過于宮

)之i不同。審判庭上之證據明確，顯示，採用 D&X 墮胎方法，醫生常會

在胎兒死亡之前將活胎的實(身)體部分(sub傲的al portion) (譬如說 J

隻于臂或聽)拉進陰道襄。實際 t: '採用 D&E 墮胎方辦法，一般而言，只

有在胎兒遭還能力而阻礙胎兒的移動時才會實j能截肢(dismemberment) : 

「截肢是在器械的牽引(traction)與子宮頸內口的對抗牽引(counter帽traction)

之間實軀的。 J r而且這些動作常常在活胎的一部分被拉進龍活後才進行

的。

說能系爭法規之惡本目標:在禁止 D&X 墮胎方法，唯法規用括顯己合

蓋相當廣泛的不同類型墮胎方法 O 舉例而言，雖然為 D&在墮胎方法和其

他方法提供例外規定，只是…-{"阿瓦事，但該法規之鳥語卻未區分 D&草和

D&X 兩種:墮胎方法醫療主之差異 O 該法規亦未在任何婚方提示，通用

法規要若是否 f將胎兒身體之“辛苦ß分技進陰道j 視為是「壓碎作台兒)

頭驢後再將整個胎兒拉伯j 過程的一部分，或是視為是「將胎兒截肢後

再拉出 J 過程的一部分而定 o 囡i沌，不同意見者辯稱該法規之目的在禁

止 D&X' 可能既正確又不恰當。問庸之重點不在於該項;在法是否意圖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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止 D&X 墜胎方法，而在該法規是否意圈可堇」適用於 D&X 墮胎方法。

法規之明瞭用語含蓋了兩種墮胎方法。重新審閱 2606 至 2608 頁之本院意

見，以及 2637 至 263且頁港瑪斯大法官之不同意見後，就會明瞭為何我們

能夠以系爭法規之角度，發現D&X 璽胎方法與 D&E 墮胎方法之間立在無

。兩種墮胎方法時需要引導活胎的「實體部分j 經過于宮頸進入陰

這一大法官湯馬斯即把此 J墮胎特徵稱為「部分分挽 J (partial birth)鹽胎。

內布拉斯加州、!據察長辯稱，該法規確實已區分了兩種墮胎方法。他認為

法規中「實體部分」一語指的是「從聯主u頭的胎兒 j 。因此，他認為:只

要醫生引進產道者是胎兒的…隻手臂、一隻腿或任何少於主要個胎兒者，

即不適用該法規。他並進一步主張本院應採用他對少f'[法規意義之詮釋觀

點 o

我們無法接受州檢察長有關內布拉斯加州法規之限縮解釋。本院之

判例法顯示，我們將不會賦予外!檢察長的解釋觀點拘束性效力的ntrolling

weight)。一則，本院通話，尊重 F級聯邦法院對外i法律之解釋，丸經由兩倍

下級聯邦法院共同認可的州法律解釋，本院甚少予以審寰。就本案而言，

兩個下級聯邦法院皆己拒斥持槍察長之限縮解釋。

再者，本院之判接先ØIJ警惕我們，在于H驗察長不能拘束手[，[法院或增

方法律執行當局峙，不能承認劑檢寮長在少[，[法律解釋上，具有槽威性 O

根據內布拉斯加州法律規定，外!檢察長的解釋觀點不能拘束卅法院。顯

然地，什|撥察長的解釋觀點血不能對東民選的都驗察長，內布拉斯加州

賦予這些都檢察長擁有發動刑事起訴之獨立體限。

我們也不能認定，下級(聯邦)法院對於評估州檢察長的法規解釋，

肆瑕謬誤的法律基準 c 第八路過法庭已認知其有責任，聽說該法規予以

解釋，以規避憲法國惑(constitutional doubts) 。不過，第八巡過法廳總結活，

州、!檢察長之解釋會扭曲該法規之ffl詣，並賦予這些用語無法合理承載

(cannot reasonably bear)之意義。第八豆豆迴法臨絕非是唯一寸巨斥此一眼結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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釋者 C 系爭(法擺)用語係採標準法燒用語(雖然有啟州並末就「部分

分鏡璽胎 J l'乍進一步;主義) ，並經十@]下級聯邦法院實體審理[(如 the

me註ts) 。這十個法院(但括第八泡泡法庭)業已發現，系爭用語可能清用

於其他墮胎方法。見月~nnedParenthood of Great lowa, lnc. v. MJlJe.乃 195 F. 3d 

386 (C.A.8 1999)等何例。

無論如何，即使我們對州險察長之觀點賦予「實質敢要性 J (substantial 

weight) ，我們仍然品須拒斥其解釋，因為它與 26日頁所討論之法境用語

相衝突 o ~N檢察長在不同意見的前單位下，試屬以該法規之其他居語來克

服系爭用語問題。特別是海常與 D&X 墮胎方法有關之用語「部分分挽鹽

胎J以及「將末惜生之活胎能陰道予以部分分挽 J (partially delivers vaginally 

a livi紹 unbom child)用語。然而，請些用語對持i檢察長立在無助益。它們需

要進一步的明確定義(explicit definition) ，對「將未出生之活胎或其實體部

分分總進陰道 J (delivering into the vagina a living unbom child, or a substantia1 

portion thereof.)等用語，應詳加以說明。

當法規擁有明確定義者，我們應選摘設定義，躍使該定義與一般性

意義有異 Q 見 Messe v. Keel衍，將1 U.S. 465, 484-485, 107 S. Ct. 1862, 95 

L.Ed.2d 仙女的87) (法定定義之J用話， t晏於未經定義之前語，乃係通期(It is 

axiomatic that the statutory definition of the term exc1udes unstated meaning of 

that tenn.) J :另見 CoJautti v. Franklin, 439 U.S. 真 392-393 '註悶， 99 S.Ct.675 

〔一般甜言，宣示某一用語為何義之定義， 1憂於任何未經明示之意義的sa

ru1e, a definition which dec1ares what a tenn ‘ means …excludes any meaning 

that is not stat吋.) )等 o 換言之，系爭法規從整體上看蔥引導請者獲致某環

定義。然而，該項定義並來包括外i橡察長之特定用法一一 γ從勝對頭的

胎兒 J (the chi1d up to the head) 。其 γ實體部分j …語所指涉者正與此相反 O

州、[檢察長也舉出內內布拉斯加升1議會的神些辯論， 1"部分分挽鹽胎 J 用

在第些辯論中經常出現。然雨，那些辯論對州檢察長之論證弊多於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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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布拉斯加州議員們直接聽僻、於?實體的 J (substantial)-甜的意義上。 J

位少[，[參議員詢問該法案發起人: I你說依缸之見，細小女[J胎兒身上的腳也

構成胎兒的實體部分，對嗎 ?j 該發起之學議員[i:J]聽說: I是的，我相信

那是正確的。 J ( fflJ ---參議員將?實體的」解釋為「比那些按分晚進陰道

多一點點者。 J ...)內布拉斯加卅議會似乎想混免使用較限制性的(明

確的)用詣，以免因用語變得為太平易而無法規蠶該法規之品難…此乃

湯瑪斯大法官詳述的 J頃動機。然而，該現口標谷D使得問題更加惡化。

扑|檢察長再按在不同意見之的和下，進rfd躊稱:系帶法規業已區分

「整個墮胎程序 J (the overall abortion procedure)本身與自以致死末ili生胎

兒的「分離的體跆程序 J (the separa恕 procedure)之二字 [IiJ 0 縱使假定這頃區

分有助於持i撥察長對於 0&草和 D&X 之區分，我們在系爭法說找不到任

何可以往潛之用語 O 他要我們將法規之最後一句中之「程序 J (procedure) 

解讀成「分離的程序 1 (separate procedure) , (造就是胎兒之致死) ，而不是

「整餌完整的程序」俗的。1e procedure) (也就是 D&E 或 D&X 墮胎1]

法) ，然而，關鋸誦「分離的 J (separate)卻付之關如。 rMEI旬， I再~個詞「手里

J (procedure)無論在法撓，如目中成整個法規中，都是用以指

的聾胎過程(an entire abortion procedure) 。比較 Gustai主on κ Alloyd Co., 513 

U.S .561 ，5裙， 115 S.Ct. 10到，曰 1 L.Ed.2d 1 (1995) (卅一個字品用於阿… A法規

中之不同地方，具吾同樣意義)。

不同意見者進一步說，法規用語「古巴分分挽 J (partially delivers) 叮以

解讀成是用以排除 D&巳墮胎方法之適用 O 他們認為，導引一肢或二肢進

入陰道並不是可〉挽 J (delive阱。然而，產科教科書乃至於字典上，皆例

行地將該用語用來踏踏任何能促進從子在中移除組織者，而不只是指移

餘整個胎兒。例如， {產科學:正常娃耘與問題娃振ì (Obstetrics: Norma1 & 

Prob1em Pregnancies) ，頁 338 (描述第三摺墮胎之胎膜、胎盤與擠帶之分

挽);馬洛伊(B. Ma1oy)著{法律人醫學字典HM吋ca1 Dictionary for Lawye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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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0 年)頁 221 (也包括移除胎兒之一部分，如胎盤) ; {牛津英語字典》

(Oxford English Dictionary, 1989)頁 422 (í分挽」意指解除某一婦女之胎兒

負擔) ; {韋氏新國際辭典} (Webster' s Third New lntemational Dictiona門，

1993) (í分挽」意指「排出或引出胎兒及胎膜 J) 。

無論如何，系?法規本身詳載其[úJ時適用於「分挽個完整的未出

IL胎兒」或「其實體部分」。不同意見者無法解釋為何導引胎兒之實體部

分入陰道，對 D&X 墮胎方法，而言是分婉，而對 D&E 墮胎方法而言則不

1=1 Æ 0 

吾人深知，採仿州檢察長之說即可迴避本節所論之憲法問題 O 然而，

我們無權對一種州法律的限縮解釋加以採信，除非此一解釋合理且相當

顯而易見 O 基於前述理由，以州檢察長之用詞「從腳到頭的身體 J (body up 

to the head)來替代「實體部分 J (substantial portion)用話，並非合理 O

最後，法律並末要求我們向內布拉斯加州|最高法院確認州法律問

題。常然，我們欠缺權威性的州|法院解釋 O 然而，我們從未裁定聯邦訴

訟當事人(litigant)在提起聯邦訴訟前，必須等候州法院之解釋或等候既定

訴訟程序之發展。州、|檢察長並未從內布拉斯加州最高法院尋得一種限縮

解釋，亦未請求聯邦法院確認法規解釋問題。縱使我們此刻傾向於確認

該問題，我們亦不能如此做。因為唯常某項法規「相當允許 J (fairly 

susceptible)採用限縮解釋時，某個問題(或禁制， abstention) 之確認方屬

適當 o 我們相信本案並非如此。而且，內布拉斯加州最高法院只有在其

所確認之問題是訴訟事由的決定性因素(determinative of the cause)時，才會

加以確認。依據(判決理山)第(-_:)部分第 l 項之討論，本案之問題並非「決

定性閃素 J (determinative) 。

總之，倘若適用本法，某比現任檢察官及未來之檢察長，可能會選

擇追訴那些採用 D&E I墮胎方法之醫生。 D&E 墮胎方法係懷孕第二期，

在胎兒能獨立生存前所最常採用之墮胎方法 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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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那些採用那種心&日方法執行墮胎者，勢必揖心被如訴、判娟和入

獄。結果將對婦女之墮胎法定權浩成不湛負再如ndue bur命n) 0 問此我們f必

須判法該頃法規違反憲法 Q

上訴法院之判決就持原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