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文生物法律專業期刊：趨勢與特徵簡介
何 建 志*

前言

而這也是研究者們知悉這些外國論文

一、議題廣泛的期刊

的主要方式。不過，如果要隨時得知

二、關注產業與實務面向的期刊

最新的各國研究趨勢、立法、執法與

三、特殊研究取向的期刊

判決動態，則檢索資料庫的方式仍然

四、美加地區法學院發行的期刊

有所不及。定期瀏覽某些重要期刊，

五、國際組織發行的刊物

不但可以即時補充最新訊息，也能使

結語

研究者在固定議題範圍之外得到研究
上的啟發。更重要的是，某些刊物論
文並沒有被收錄在法學期刊資料庫。

前 言

如果僅依賴資料庫進行檢索與收集資

法學期刊是呈現新近法學研究與
思想動向的最佳管道。以英語法學界

料，將會遺漏發表在這些期刊上的論
文。

為例，在生物法律議題引發的爭議浪

目前世界上生物法律專業刊物究

潮之下，許多生物法律論文不但經常

竟有多少？這個答案取決於我們對生

出現於一般性、綜合性法學期刊，而

物法律專業刊物的定義。如果由較嚴

且往往佔據了醫事法、健康法、科技

格的狹義方式界定，則生物法律專業

法期刊的可觀篇幅。而近年來陸續出

刊物應限於以醫藥衛生與生物技術法

現的一些新刊物，更顯示了相關研究

律議題為主的刊物，而不包括綜合性

仍正在蓬勃發展之中。

的法學期刊與科技法期刊。此外，雖

這些刊登於國外期刊的生物法律

然生物法律議題與生命倫理(bioethics)

論文，是國內學界獲得資訊與觀念的

關係密切，但生命倫理刊物如果並非

重要途徑。在當今國內學術機構中，

以法學研究為主要內容，也不屬於生

檢索外國法學資料庫已經相當方便，

物法律專業刊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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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英文生物法律專業期刊方面，

物技術與基因體醫學法律研究的出色

Washington & Lee Law School 已經整

文章。一般而言，在分析方式與研究

理出一份名單，而這份名單選取的六

取向上，期刊文章具有典型的當代美

十二份刊物，也大致符合狹義生物法

國法學論文風格，亦即大量引註、長

律專業刊物的範圍。本文於此僅選擇

篇論述，以及廣泛使用政策分析與人

介紹一些在學術地位、研究主題與內

文社會科學觀點。綜合來看，這是一

容上值得重視的期刊，以供有興趣深

份具有指標性與領導地位的生物法律

入研究者參考。若讀者想知悉更多的

專業期刊。

期刊，可直接在網際網路上察看
Washington & Lee Law School 整理的
European Journal of Health Law

名單。1

這是以一般醫療衛生法律議題為

以下本文將依照刊物特性，以分
類方式進行介紹。在此先請讀者留意
的是，這些分類是基於概括性介紹的

主的刊物，在觀點上偏重討論歐洲各
國的醫療法律與政策問題。

方便而使用，並非針對法學刊物進行
正式評比所使用的嚴格系統性分類。

Issues in Law & Medicine

而本文對這些刊物的介紹，則來自筆
者個人的閱讀經驗及研究偏好。關於
生物法律刊物的完整調查、研究與介
紹，仍有待法學先進與同好進行更多

由美國 National Legal Center for
the Medically Dependent and Disabled,
Inc.所發行，內容包含醫療法律與醫
療倫理問題研究。

補充。

一、議題廣泛的期刊
American Journal of Law & Medicine
這份期刊由美國法律、醫學與倫
理 學 會 (American Society of Law,
Medicine & Ethics)與波士頓大學法學
院(Boston University School of Law)
出版。刊物中除了傳統的醫療與衛生
法律問題之外，近年來也刊登許多生
26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Biotechnology
Law
這份期刊自 2004 年開始發行，是
一份相當新的生物醫學法律刊物。刊
物在內容上大致包含了當前醫療生物
科技與農業生物科技的各種法律議
題。值得注意的是，在新興生物技術
法律研究期刊中，目前是以英語系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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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出版品居多，而這則是由德國學者
編輯與德國出版機構發行的優秀刊
物。在觀察角度方面，刊物文章除了
討論美國與歐洲學界常見議題之外，
也包含了關於國際組織，以及其他地
區如亞、非、拉丁美洲的生物法律研
究，因此是名符其實的國際性刊物。

Journal of Law, Medicine & Ethics
這份刊物也是由美國法律、醫學
與倫理學會所出版。刊物文章有更多
醫療倫理與生命倫理方面的討論。雖
然通常刊物論文篇幅不長，不過其中
仍有許多值得注意的文章。

Bio-science Law Review
這是一份英國刊物，自 1997 年開
始發行，內容以生物科技智慧財產權
為主，也包含醫療與農業生物科技議
題。這份刊物雖然出版期數不多，但
是對於生物科技智慧財產權研究者而
言，應有相當參考價值。

Biotechnology Law Report
在生物法律議題上，如同其他人
文社會科學領域，法律學者們的許多
研究著作偏重於理念性、原則性的探
討。而在這份期刊刊登的著作，則主
要集中於介紹、評論新興生物技術的
行政管制與法院判決。這份刊物的特

Journal of Legal Medicine

色是深入探討管制措施與訴訟爭議牽
涉的科學技術與管制細節。因此讀者

這份期刊由美國法律醫學院
(American College of Legal Medicine)
所出版，是一份關於醫療與法律的綜
合性刊物。

需要在生命科學、醫藥管理制度與智
慧財產權方面具備一定知識，才能閱
讀其中大部分的文章。不過，在生物
醫藥技術商品化與醫藥品安全的實際
問題上，以及政府相關制度的建立
上，這些文章提供了許多有價值的知

Medical Law Review
這是英國牛津大學發行的權威性
刊物，內容討論英國與歐、美地區的

識，因此是政策研究者、行政部門、
法官與產業界人士的重要參考。

醫療法律問題。
Food and Drug Law Journal

二、關注產業與實務面向的期刊

這是一份相當專業性的生物法律
期刊。由名稱可知，這份期刊內容以

法律與生命科學 第 1 期 2007 年 4 月

27

食品藥物法律問題為主，包含涉及食

物文章特色是使用政治經濟學觀點與

品與藥品的行政管制、法院判決、民

經濟分析模型，代表醫療政策與法律

事責任、消費者保護、環境議題、智

研究的一股新趨勢。

慧財產權、比較法等等研究。對於想
了解食品藥物法律研究趨勢的學者專
家，這也是不可或缺的資訊來源。

Journal of Health Politics, Policy &
Law
這份期刊偏重以政治學與公共行

Journal of BioLaw and Business
這是一份發行十年的刊物，在內
容上除了一部份的典型的法律論文之
外，更包含生技產業的國際經貿與經

政觀點討論醫療衛生問題，其中的法
學論文較少。

四、美加地區法學院發行的期刊

營管理議題。想由投資與商業角度深

在美加地區，有一些法學院也出

入觀察生技產業的經貿官員、管理專

版了醫療法專門性刊物。即使其中某

家與法律人，應能由這份刊物獲得許

些法學院隸屬的大學不是世界級的名

多有用資訊。

校，但是該法學院在醫療法律研究與

三、特殊研究取向的期刊

教學方面具有特色與專長 2，或者該
份刊物曾經被列入專業法律期刊排名

Health and Human Rights: An Interna-

3

tional Journal

述與寫作風格上，這些刊物文章也是

，因此本文在此一併加以介紹。在論

這份刊物由哈佛公共衛生學院

屬於標準的北美式法學論文。至於這

François-Xavier Bagnoud Center 出

些刊物在發行歷史、出版期數、文章

版，特色是由人權觀點討論世界醫療

數量、學術風格特色及論文引用次數

衛生議題。

上，總體而言不如前三類的生物法律
刊物，不過即使如此，我們仍不應忽
視這些刊物。

Health Economics, Policy and Law
這份期刊由倫敦政經學院
DePaul Journal of Health Care Law
(London School of Economics and Political Science)自 2006 年開始發行，刊

一份討論醫療議題法律、政策與
倫理面向的刊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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律學程在美國一向是名列前茅的地

Health Law Journal
這份刊物是由加拿大亞伯達大學
(University of Alberta)醫療法研究所
(Health Law Institute)發行。內容一般

位。這也是一份新刊物，內容以傳統
醫療問題與新興醫療科技的法律、政
策研究為主。

性醫療法律與政策法為主，也包含新
近的基因體醫學法律問題。在觀察角

Indiana Health Law Review

度上，偏重於討論加拿大與國際醫療
由印第安那大學 Indianapolis 分

法律議題。

校法學院自 2004 年發行，也是一份新
出現的綜合性醫療法律研究刊物。
Health Law Review
這份刊物也是由加拿大亞伯達大
學(University of Alberta)醫療法研究
所(Health Law Institute)發行。除了一
般醫療衛生政策議題之外，這份刊物
內容也有許多新興科技下的醫療衛生
問題，如資訊科技、奈米科技、基因

Journal of Health Care Law & Policy
這份期刊由馬里蘭大學法學院
(University of Maryland School of Law)
發行，強調由跨學科方式探討醫療、
衛生方面的法律與政策議題。

研究等等。
Yale Journal of Health Policy, Law, and
Health

Matrix:

Journal

of

Ethics
這分刊物自 2001 年開始發行，也

Law-Medicine
這 是 由 Case Western Reserve
University 法學院發行的醫療法律刊
物，以醫療衛生法律議題為主要內容。

是一份新刊物。由於發行歷史尚短，
而刊物主題範圍廣泛，目前刊物的特
色還不明顯。不過，鑑於這份刊物有
耶魯大學法學院、醫學院、公共衛生
學院、護理學院等權威學術機構所支

Houston Journal of Health Law and

持，日後發展仍然值得期待。

Policy
這份期刊是由休士頓大學法律中
心所出版，而該中心所提供的醫療法

五、國際組織發行的刊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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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

tion

1. http://lawlib.wlu.edu/LJ/index.aspx。
這份期刊由世界衛生組織(World

2. 以美國地區為例，美國新聞與世界

Health Organization, WHO)所出版，定

報導(U.S.News & World Report)每年

期收錄與公布世界各國最新的醫藥衛

針對全國法學院進行評比，除了法學

生立法資訊。這份刊物的內容豐富、

院的總體表現之外，也會針對某些特

分類詳細，是一份了解各國法律動態

殊法律領域進行排名，而醫療法也是

的良好管道。值得一提的是，在 WHO

列入評比的專業項目之一。見

官方網站上可以線上閱讀刊物內容。

<http://www.usnews.com/usnews/edu/g
rad/rankings/law/brief/lawsp04_brief.p

結 語

hp>。
觀察以上介紹的這些刊物，我們
可以發現醫藥衛生與生物技術的法學
研究正方興未艾。除了在研究內容上
不斷出現新的主題之外，新的研究取
向與觀點也大幅擴增了我們的視野。
對於學者專家、政策制訂者、學術機
構領導人而言，在選定研究主題、制
訂政策發展方向、辦理學術交流活動
等方面，這些刊物的訊息應有相當參
考價值。更重要的是，在日漸膨脹的
世界法學產業體系下，我們應逐漸發
展出具有主體性的學術價值標準與符
合本國實際需要的研究方向，方不至
於盲從流行規格而遺落了知識份子追
求真理與服務社會的重要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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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一項 1999 年發表的調查研究，曾
經針對美國專業性法學期刊加以排
名，其中僅有二份醫療法律期刊入
選 ， 見 Tracey E. George & Chris
Guthrie, An Empirical Evaluation of
Specialized Law Reviews, 26 Fla. St. U.
L. Rev. 813 (1999)。不過，該項調查
研究在發表之初即有其他學者加以批
評，見 Gregory Scott Crespi, Ranking
Specialized Law Reviews: A Methodological Critique, 26 Fla. St. U. L. Rev.
837 (1999)。而筆者認為，該項 1999
年的調查結果與目前學術發展狀態已
有相當差距，因此在當前的參考價值
上有所侷限。

法律與生命科學 第 1 期 2007 年 4 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