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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umber 38: THE FAMILY & BIOETHICS 

  家庭和生命伦理              

                

                                           作者  马可·坎贝尔   

                                    By Mark Campbell 

 
      家庭是个跨越许多常见生命伦理问题的重要概念。在大多数发达国家，因离婚、社会流动

性增加和法律的变化等因素，“家庭”常常受到威胁。然而，家庭具有重要意义，它会影响许

多常见的生命伦理问题，而反过来生命伦理学的发展也会影响家庭。
 

 

        哲学家布伦达·阿蒙德

的《家庭的碎片》开篇：

“什么是家庭？这个问题的

答案有很多种，但我将切斯

特顿对家庭的惊人比喻-

“（家庭）是根脆弱的线，

从昨天被遗忘的丘陵投到明

天无形的山”-作为本书的开

端。用更散文似的说法，人

们之间的联系，给我们人类

的过去、现在和未来赋予意

义- 一个神秘的基因实体，

将我们个人的短暂存在，与

我们的祖先和我们的接班人

连结起来。但对许多人来

说，这些熟悉的家庭基础，

前几代人认为是理所当然，

现在已经开始崩溃。（1）  

我们可能会问这与生命

伦理问题有什么关系？我们

对待家庭的观点很重要，原

因有两个。首先，它会影响

我们对许多常见生命伦理问

题的答案。其次，我们对生

命伦理问题的答案，可能会

直接或间接对家庭产生影

响，特别是关于生殖技术。 

因此，我们对家庭的观

点与这些有关：流产、生殖 

 

 
 

技术如不孕不育的治疗和救

星兄妹、安乐死和医生协助

自杀、医疗资源分配（尤其

是老人）、性教育和避孕的

青少年。这个文件不会涉及

这些问题本身，而是考虑这

些如何影响我们对家庭的看

法。 

家庭在如何变化？近几

十年来，法律和社会政策在

家庭观念的改变上起到了作

用，正如技术使我们能够控

制怀孕和生殖。然而，这些

发展不是发生在意识形态的

真空里，它同时反映一种哲

学趋势： 

 

               自主 

 

 现代道德和政治哲学的

一个重要焦点是个人和个人

对生活的自主权。拥有自主

权是不错的，它使我们的生

活免受他人的干扰，但我们

不应该认为我们的自主权是

没有限制的。 

 

              平等 
 

        
 

       为了确保平等，政府和

决策者已经接受婚姻与各种

关系和国内形势同等重要，

因此婚姻和传统家庭应得到

相似的地位。 

 

              权利 
 

       这些自主权和平等的理

想被赋予“权利为基础”的

文化动力，追求法律上的自

主和平等的权利，而不仅仅

在道德框架内。然而，家庭

的这些方式的改变却没有得

到正视，这不是没有缘由

的，尽管这些可能是不可预

见和没有打算的。因此，举

例来说，对个人自主和平等

的承诺往往重心在成人的意

愿上。布伦达·阿蒙德注意

到这忽视了“一个重要问

题：这些哲学观点对家庭的

最弱小的成员- 孩子意味着

什么？”（2） 

        同样，哲学家罗杰·斯

克鲁顿建议，专注成人权利

的地方很少强调对儿童的福

祉：“不再像现在的父母那

样为下一代牺牲自己，我们

第 

三
十
八
期

期 



©基督徒医学联谊会 1999                                                                           CMF         基督徒医学联谊会会刊 

第 2 页 共 5页 

都被要求建立这样的家庭- 

为我们当前一代的享乐牺牲

下一代。（3）这种做法可

能减弱这种持久的关系，正

如自主权和权利取代了理想

的社区和责任。 

       斯克鲁顿强调各祖辈间

的关系对家庭正常运作的重

要性。这些关系必然涉及- 

牺牲，因为每一代都要养育

下一代。此外，衰老的上一

代需要护理时，家庭的也可

能需要我们做出牺牲。 

 

        圣经怎么说？ 
 

        因此，大部分讨论从个

人至高无上的权利开始。我

如何实现自己的目标？我怎

么实现自己的目标？我怎样

才能自由？我有什么权利？

我怎么才能体验到幸福？然

而，回顾有关的圣经原则表

明，为家庭着想并不是我的

目标、我的自由、我的权利

和我的经验。事实上，为家

庭考虑的观念是从神创造婚

姻的秩序开始的。 

 

  婚姻是神创造的 

   秩序的一部分 
 

       婚姻不仅是社会或法律

机构发展的用来设定人与人

之间的关系的便捷方式。相

反，从人类历史开始以来，

它一直属于创造秩序的一部

分。 （4）创世记2:24约

翰·斯托特义以圣经的方式

定义婚姻：“婚姻是一个男

人和一个女人的异性之间的

盟约，它由神指定和应允，

随后共同离开父母，在性的

结合中达到顶点，形成一种

永久的相互支持的关系，这

种关系在接受到孩子这个礼

物时得到冠冕”。（5）因

此，他总结了婚姻的四个关

键特征：排他性、公开性、

永久性以及在性交中得到完

全。（6）在新约中，耶稣

证实婚姻在创造的秩序内。 

（7） 

 

    孩童是从神而来 

      的珍贵礼物 

 

        虽然婚姻和生育是创造

秩序的一部分，圣经中没有

提及生养有孩子的权利。恰

恰相反。诗篇127和128，传

达了孩子从神而来的祝福的

观念。此外，一些圣经经文

强调无法生育的痛苦。 

（8） 

 

圣经重要的主题：

身份和家族传承观

念（9） 
 

       虽然古代的犹太社会没

有独特的观念，亲属关系和

家族身份是旧约的一个关键

主题。例如，古代以色列人

有“亲属连结的力量，和对

他们的责任”，并“家族土

地的神圣性”。（10）此

外，众多的圣经经文记载家

谱。（11） 

       我们可能会跳过这些经

文，认为它们没有向我们传

达信息。然而，它们的存在

意味着圣经的一个重要想

法：家庭和家族世代传承在

上帝拯救人类的计划中至关

重要。马太福音1章和路加

福音3章详细记载了耶稣的

家族背景。 

 

            收养 

 

       然而，尽管遗传亲子关

系和家庭线在圣经里很重

要，收养也是一个重要的主

题。在新约圣经的背景下，

基督徒是被神的家庭收养

的。 （12） 

 

   “核心家庭”符 

           合圣经 
 

       克里斯·赖特指出，在利

未记18和20章，我们发现

“在亲密的血缘关系框架

内，为保护核心家庭的完整

性，合法和非法的性关系需

要仔细定义”。（13）新约

圣经反复强调婚姻内的性忠

诚的重要性。 

 

家庭作为宗教和道  

     德教育的场所 
 

       摩西在申命记6:6-7对以

色列人说：“我今日所吩咐

你的都要记载心上，也要殷

勤教训你的儿女，无论你坐

在家里，行在路上，躺下，

起来，都要谈论。”简而言

之，孩童的宗教和道德教导

主要在家庭进行，并且主要

责任在于父母。此外，箴言

19:18箴言23:13经文表明，

家庭里儿童学习律法的重要

性。 

 

  孝敬父母是圣经 

         的命令 
 

十诫之一是“孝敬父母”

（14）值得一提的是，这是

唯一一条附带承诺的戒律：

如果以色列人孝敬父母，他

们的日子在耶和华神所赐的

地上就会长久。虽然基督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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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从神的话语不一定期望直

接获得物质上的繁荣，然而

那些孝敬父母的都会受到神

的祝福，家庭关系一代胜过

一代。 

       虽然21世纪的生活方式

和文化与圣经时代有很大的

不同，上文圣经所记载的原

则在今天仍然适用。旧约里

的利未记和申命记的家庭律

法可能在现代英国不适用。

（15）然而，细心和敏锐阅

读圣经，可以发现圣经为我

们揭示了今天世俗社会的家

庭范式。（16） 

       然而，我们不应试图给

今天的家庭“施加极大的期

望和责任，这样很容易指责

家庭，特别是父母，因为多

数是他们的疾病和弊病”。

（17） 我们需要了解神所

创造的家庭秩序和他对这个

堕落世界的救赎计划。 

 

  从家庭的角度看 

   生命伦理问题 
 

       一些生命的开始和结束

的生命伦理问题强调，圣经

的家庭观可能影响生命伦

理。我们往往在生命开始和

结束的时候最脆弱和需要依

赖别人，所以我们认为这时

的家庭观可能是最相关的。 

 

        生命的开始 
 

       技术的进步使我们能够

控制或协助受孕和生殖，但

这同时带来了很多道德问

题。本文件的目的不是去考

虑这些问题本身是否符合道

德。事实上，很多的问题在

以前的 CMF 文件中有讨

论。（18）我们的目标在更

后一点，并尝试将这些问题

放在”圣经“对家庭的理解

这个大环境下。 

       因此，举例来说，我们

可能会考虑紧急避孕，并认

为这在道德上是错误的，因

为它可以使胚胎死亡。同

样，我们可能会认为，堕胎

是错误的，因为它要杀死胎

儿。但是，涉及堕胎或避孕

时，如果这只是我们唯一的

焦点，那么我们可能会错过

另一个重要方面。似乎我们

对待堕胎和避孕的方法受我

们对性交和生殖的意见影响

很大。也许很多，尤其是青

少年和那些二十来岁的人，

认为性本质上是可以享受的

休闲活动，与婚姻和家庭没

什么关系。这种将性与婚姻

分离的想法与背后的许多避

孕和堕胎有关。（19）然

而，这显然是违背圣经中对

于婚姻与性交、生殖和家庭

生活的明确关系的创造秩

序。同样，如果我们认为孩

子是从神而来的珍贵礼物，

那么这可能又将堕胎问题置

于一个非常不同的背景下，

无论是堕胎是出于“社会”

原因还是胎儿残疾。 

       自1978年第一个“试管

婴儿”路易丝·布朗出生以

来，体外受精（IVF）和其

他辅助生殖技术已经走过了

很长一段路。 IVF 的最初开

发是用于协助不孕夫妇受

孕，我们现在的需求超过了

国家卫生服务可以合理提供

的。这有违不孕不断上升的

背景，因为各种各样的原

因，越来越多的妇女推迟生

育，并且越来越多的妇女由

于性病导致不孕。 

 

       许多 IVF 的需求是用于

控制性和生殖能力之间联系

的结果。此外，虽然它最初

是为不孕不育的夫妇开发

的，现在它已和配子捐赠，

允许单身母亲、同性伴侣拥

有孩子联系在一起。这也导

致许多孩子在遗传、社会和

法律方面对父母有不同看

法。然而，正如20世纪80年

代年底生殖伦理报告指出：

“孩子的正常状态是有不同

性别的父母。谨慎对待肯定

是正确的。” 20 最近创造

“救星兄妹”也成为可能，

他们有特定的基因组成，并

可以为现有的患有严重疾病

的兄弟姐妹捐献血液或组

织。 

 

     因此生殖技术 

      允许人们： 

 

•控制生育 

•找到解决不孕不育的办法 

•之前不能生育的夫妇，现在

可以有孩子了 

•有遗传性疾病的家庭中，可

以在一定程度上决定要什么

样的孩子。 

        有趣的是，自20世纪

70年代以来，这种技术使更

多的妇女拥有自己的孩子，

与此同时，收养孩子的数量

急剧减少。 1971年英格兰

和威尔士有21,495人注册收

养子女。在2007年，这一数

字已下降到只有4,725

（21）收养婴儿已经非常罕

见。大多数收养的孩子在3

岁以上，来自破碎家庭。相

比之下，2007年英格兰和威

尔士堕胎数量为198,500

例，其中19岁的妇女流产率

最高。 （22） 

       由于空间有限，不再过

多讨论。但圣经对于家庭的

原则可以提供对这些问题的

更广泛的理解基础。这并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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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否认这些问题的复杂性，

也不是否认面临这些问题的

人的痛苦。然而，当我们记

住圣经上记载的创造秩序- 

婚姻、性交和生殖密不可

分，并且孩子是来自上帝的

珍贵且独一无二的礼物- 那

么在解决生命开始时产生的

生命伦理问题时，我们有一

个独特别的起点。 

 

        生命的终点 
 

       在这方面有许多的辩

论。英国已经有法律要求使

医生协助自杀合法化。2006

年，乔菲勋爵协助绝症患者

死亡的条例草案在议会中失

败了。要求法律在有关协助

自杀上合法化的要求，经常

以- 就像生命有道德和法律

权，因此生命也有“死的权

利”-为基础。也有人认为，

阻止一个身患绝症的患者

（可能要依赖他人，承受巨

大的痛苦）在他选择的时间

结束生命是对人类尊严的侮

辱。 

       在发达国家随着人们活

得更长，我们也发现其他的

争论会出现。照顾老人花费

的资源是个非常现实的问

题。更具体地说，我们已经

开始看到显着增加的痴呆患

者，他们需要大量的护理。

我们将如何应对这个挑战？

照顾老人的责任主要在于国

家，还是家庭必须承担重要

角色呢？如果安乐死或协助

自杀合法化，一些老人可能

会感受到来自家庭的压力而

结束自己的生命吗？同样，

家里有患有痴呆症且无法为

自己做决定的亲戚，是让他

们这年长的亲戚死亡还是继

续以这样“不体面”的方式

活着呢？当一个身患绝症的

病人说他们想死的时候，他

们是真的想死还是在呼求解

决一些其他生活问题？ 

       再次，我们不想否认这

些问题的复杂性，或否认那

些涉及的人的痛苦。然而，

我们的建议是这些可能不仅

仅是“死亡的权利”，或者

我们应该如何分配资源的问

题。主要问题是，我们更看

重什么，我们想要什么样的

社会，以及我们如何看待我

们家里的弱势群体。 

        圣经对家庭观点的一个

关键是孝敬父母。然后我们

可能会问，这在多大程度会

影响我们对待生命终点的生

命伦理问题的看法？如果我

们在父母的有生之年努力孝

敬父母和家里的其他老人，

那么我们需要认真考虑他们

的生活质量和他们需要的关

心和支持。 

 

      基督徒的回应 
 

       此文件已对一些常见的

生命伦理问题“采取”不同

的策略。它不试图解释为什

么特定的做法本身是错的；

而是提供“圣经”对家庭的

看法，在这个背景下来解决

问题。 

       了解圣经对于家庭的生

命伦理的观点的影响，不仅

仅是为了简单地支持家庭。

这些圣经的原则，如果我们

认为它们正确，我们得这样

做。生命伦理问题和家庭的

关系不仅仅是我们提出的论

据和政策。它是关于我们如

何生活，如何处理家庭的情

况，以及如何能更好地孝

敬、尊重和照顾弱势和体弱

的家人。基督教教会在这里

要发挥作用，他们在内支持

家庭，在外为那些教会之外

的人树立家庭重要性的榜

样，关爱那些有很少或者没

有家人的人。 

       近代哲学思维和政策和

法律的发展，可能倾向于强

调个人至上和个人选择的重

要性。然而，引用约翰·斯托

特（基督徒生活的自由）的

话：真正的自由不是能做我

们想做的事情，真正的自由

是爱和奉献。（23）当我们

在我们的家庭生活中做到了

这一点，，一些常见的生命

伦理问题将不再是关于自

主、平等和权利的问题。而

是关于爱和奉献的问题。 

 

       参考书目 

 
1．阿蒙德·B．家庭的碎

片．牛津大学：牛津大学出

版社，2006．P1 

2．同上 55 

3．斯克鲁顿·R．同性恋者

这种“权利”对儿童是不公

正的．《星期日电讯报》

2007年1    月28日 

4．创世纪2：21-25 

5．斯托特·J．基督徒今天

所面临的问题．伦敦：马歇

尔，1990 马歇尔·皮克

林．P289 

6．同上 

7．马太福音19：4-6；马可

福音10：6-9 

8．创世纪 30：1；撒母耳记

上1 

9．深入的讨论超出了本文的

范围，但古代以色列进行了

详细的家谱记录 

   请参阅 赖特·C．上帝子民

的旧约伦理．莱斯特：IVP，

2004．第10章 

10．同上 338 

11．例如：创世记10；马太

福音1；马可福音3 

12．例如：罗马书 8：15，



©基督徒医学联谊会 1999                                                                           CMF         基督徒医学联谊会会刊 

第 5 页 共 5页 

23；加拉太书 4：5；以弗所

书 1：5 

13．赖特 同上355 

14．出埃及记 20：12；申命

记 5：16 

15．比如，利未记25：49 指

出可以赎回因经济困难而出

卖自己成为奴隶的亲戚 

16．赖特 同上第10章（尤其

是 pp354-356） 

17．同上 

18．例如：文件21（2003

年）性别选择；文件23

（2003年）流产；文件28

（2005年）救 

星兄妹；文件35（2007

年）流产的后果 

19．这不是否认婚姻范围

内，特定形式的避孕可作为

计划生育的方法 

20．格洛弗·J 等．生育能力

和家庭：格洛弗向欧洲委员

会报告的生殖技术．伦敦：

四村， 

   1989 引自阿蒙德 同上111 

21．见 办公室：（2009年3

月8日）国家统计局网站 

22．见 卫生署网站：（2009

年3月8日） 

23．斯托特 ·J．帖撒罗尼迦

前书的消息．莱斯特：IVP，

1991．P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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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坎贝尔，接受

过医学和法律的训

练，目前是伦敦国王

学院法学院的访问教

师，伦敦学国王学

院，医事法律和道德

专业的博士研究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