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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umber 47: SURROGACY

代孕
作者 菲利帕·泰勒
By Philippa Taylor

在 当今世界里，代孕生育迅速扩展，同时引发了关于选择性父亲身份、充满问题的为母之
道、被利用母亲及无身份孩子的争论。在谷歌上一搜便可看到出售婴儿的广告、商业交易，以
及那些想要成为父母选择配子捐献者及代孕母亲以实现其梦想时所需的所有帮助。本文从基督
（ ）
教观点出发，探讨了 21 世纪代孕生育的问题。 1
21 世纪的代孕
过去，那些不能生育的
夫妇会收养孩子或不得不接
受他们不能有孩子这个现
实，但现如今的夫妇不仅面
临可收养孩子数量少这个问
题，并且还面临各种使他们
可拥有自己或别人孩子的办
法。不育已经变成一种可以
被“治疗”的身体状况。
尽管代孕已不是什么新
鲜事物，但“生育外包”市
场在最近数年才得以扩大。
代孕在 20 世纪 80 年代受到
媒体关注，当时主要人群是
希望在怀孕方面获得帮助的
不育夫妇。现在，国家法律
的不尽相同、繁荣且利益可
观的人工生育行业，加之网
络及生育旅游的发展，促进
了包括代孕在内的全球生殖
市场发展。该市场吸引了愿
意为孩子付费的富有委托夫
妇或个人，接受付费的一方
是为金钱而为此“交易”吸
引的“服务”提供者，通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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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穷人。此市场的驱动力是
那些不希望经历怀孕“麻
烦”的中介、同性恋夫妇及
那些不惜一切代价迫切想要
拥有自己孩子的不育夫妇。
“代理受孕”字面意思
为“占用别人的地方”。妮
可·基德曼称其孩子的代孕母
亲为“妊娠期容器”。支持
代孕的人称在女性自愿选择
下使用其身体是合法行为；
这些交易发生在可以为自己
行为负责的成年人之间。而
且他们认为代孕可以满足委
托夫妇的合法要求，且为代
母带来其所需金钱；另外，
多数代孕协议安排似乎十分
顺利地达成。
代孕种类
代孕分为两种：完全
代孕和局部代孕。利用委托
方父亲的精子、代孕者的卵
子来孕育孩子属于局部代
孕。雌雄配子均来自于夫妻
双方，然后利用体外受精植

入代孕者子宫，代孕者怀有
从基因上与其无关的孩子，
称为完全代孕。若委托夫妇
均不可产生可用配子，那么
精子和卵子将来自捐献者。
以此方式出生的孩子从基因
上讲与委托夫妇或代孕母亲
均无关，而是与捐献者相
关，捐献者通常是不知名
的。
谷歌婴儿
谷歌交易：2011 年第
四频道播出了一个关于以色
列创业者提供的新型生殖服
务的纪录片《谷歌婴儿》。
其顾客在网上选择他们中意
的精子和卵子，然后该以色
列创业者冷冻的胚胎运至印
度，然后植入当地代孕妇
女。9 个月后，顾客再从印
（ ）
度领走他们的孩子。 2
生活方式：《星期日
泰晤士报》 2011 年报道
称，成功女商人、演员、运
动员及模特属于倾向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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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代孕”的人群，她们避免
怀孕理由包括职业压力、分
（ ）
娩疼痛、妊娠纹。 3
同性恋夫妇：官方来
讲，埃尔顿·约翰是其孩子
的“父亲”，其同性恋伴侣
是孩子的“母亲”。他们的
孩子是通过卵子捐献由代母
生育的。这意味着他们的孩
子拥有两个“父亲”和两个
“母亲”。
单身家长：伊恩· 马
克尔约翰 ，英国公民，2001
年 54 岁时成为三胞胎的父
亲。三胞胎通过卵子捐献由
代母生育，卵子捐献者和代
母均住在美国。尽管“母
亲”一栏是空白的，但伊
恩· 马克尔约翰为其三个孩
子获得了英国国籍和出生证
（ ）
明。 4
孩子：2009 年美国网
上一则代孕生育的广告写
道：“白种人婴儿，因为胚
胎为白种人，但 妊娠期代孕
者为有色人种。 代母在内布
拉斯加州，但分娩将在加利
福尼亚进行。新父母的名字
将写在出生证明上，无需收
养程序、无需家庭观察！孩
子一出生，父母便拥有百分
（ ）
之百抚养权！” 5
生育母亲：乔治亚州
医疗旅游公司总监称：“我
们向自愿代孕的妇女解释
道，在怀孕期间她们只是容
器，在孩子出生后她们没有
任何权利。” 乔治亚州的代
（ ）
孕已增加了 15 倍。 6
关于代孕的法律
不管从国家亦或国际法
律来讲，代孕都是一个复杂
的领域。在英国，最初的相
关法律为《代孕协议法
1985》，而后该项法律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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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授精与胚胎法 1990》
中被修改，之后又在 《人类
授精与胚胎法 2008》中被更
新。
代孕在英国是非法的。
尽管《代孕协议法 1985》规
定商业代孕及为代孕协议提
供中介是违法的，但“公益
性”机构是被允许的。发布
广告称某人正在寻找代母或
某人愿意提供代母服务属于
刑事犯罪。除非费用“合理
发生”，否则不可进行金钱
交易。（根据法律规定，什
么是“合理费用”根据具体
情况而定）。
英国规定，一旦代母将
孩子生出，任何代孕协议对
代母放弃孩子无约束强制
力。根据《代孕协议法
1985》法规，在英格兰和威
尔士进行代孕协议是违法
的，所以不可能出现合法约
束协议。但家庭法庭出于对
孩子“最有利”的广泛酌处
权立场更倾向于承认以上协
议安排。
利用一项简便的收养程
序“亲权命令”，亲权便可
从代母（包括其伴侣或丈
夫）转移至委托夫妇。此项
亲权命令必须在孩子 6 周后
做出，以确保代母有能力做
出决定。若无亲权命令，代
孕方便成为孩子合法家长。
只有在委托夫妇中至少有一
方与孩子有基因联系时才可
制定亲权命令，否则亲权将
通过标准收养规定转移。
《人类授精与胚胎法 2008》
允许未婚夫妇申请亲权命
令，其中包括同性伴侣及在
“持续家庭关系”中作为伴
侣生活的两个人。在英国单
身的人不可申请亲权。
由于英国的规定严厉而
国外比较放松，因此众多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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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选择从国外的生殖诊所和/
或代孕机构寻求帮助，于是
便产生了生育旅游。部分国
家的法律包含接纳代孕协议
的具体条款，使得在国外进
行代孕协议更容易。目前对
于代孕还没有国际性协议或
公约。
圣经及道德观点
可以说代孕等生育技
术符合上帝创造人类时给出
的“遍满地面”的命令
（7）
，或者说作为上帝任命
的管家应关心生育。的确，
许多基督徒认为科学技术是
管理过程的一部分。上帝赐
予我们发现和使用所有科技
创新的能力。多数情况下，
那些可明显促进人类发展的
科技创新被视为上帝的普遍
恩赐，或上帝对创造人类的
“一般”恩赐，而非仅限于
与基督有个人经历的人享有
的“特殊”恩赐。因此，多
数基督徒认为只要医术被正
确使用，那么它便是上帝赐
予的礼物。我们开发了一项
科技并不意味着使用这项技
术是正确的。是否应使用一
项发现或发明取决于它是否
违反圣经道德原则。尽管圣
经教导中并未直接提及代
孕，但圣经中存在对其它缓
解不育方法的教导。在道德
方面，代孕不应与其使用的
（ ）
生育技术分开对待。 8
婚姻
（ ）

在圣经中，创世纪 9
列出了婚姻的基本框架：一
个男人和一个女人的终生约
定，约定基于离开、坚守和
（ ）
“结为一体” 10 。在新约
中，基督确认婚姻是创造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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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序的一部分 11 。代孕频繁
涉及使用捐献者的配子，这
在婚姻中引入了第三方，这
是否违反了创世纪 2:24 中
“结为一体”的原则？代孕
当然破坏了丈夫和妻子关系
的排他性，同时由于涉及性
关系破坏了这种关系的完
美。代孕引入了多个家长，
扭曲了兄弟姐妹间的血缘关
系。
亲权
另外一个相关原则涉
及家庭和亲权。人类性关系
的一个目的是结合男人和女
人，更进一步的目的在于生
（ ）
育，建立家庭。 12 圣经认
为只有在婚姻中的丈夫和妻
子才可成为孩子的父母。这
样父母的基因和社会角色得
以继续。圣经从未明确地为
这一原则辩护，只是将其作
为基本条件叙述。原因或许
在于这是一个基本神学原
则，不需辩护，就像上帝存
（ ）
在的教义一样。 13
诗篇第 127 篇表明，孩
子是上帝的祝福和礼物，不
是权利。亲权关系不是通过
受委托的“加工品”获得
的，这是奥多诺万坚持认为
孩子应是“创造的”，而不
（ ）
是“制造的”的原因。 14
换言之，在作为上帝宝贵礼
物而接受一个孩子与将其作
为产品而制造出一个孩子间
是有区别的。上帝将孩子作
为上天的礼物赐给父母来关
爱，但代孕把生育变为一项
生殖计划，在计划中，孩子
是“制造的”，而不是“接
受的”。
同时，我们应意识到
生物联系的重要性。直系亲
属和后代给予我们身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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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圣经中的宗谱，即直系
亲属关系，是旧约和新约中
的关键主题，反映出基因关
系网络在家庭和团体中心的
重要性。在新约中，马太福
音第一章和路加福音第三章
详细描述了基督的人类家
系，并且在四福音书和书信
中经常提及人们的血缘亲属
是其身份的一部分。基因关
系与人类生存基本方面息息
相关：怀孕、生产、抚养、
性、死亡、代代相传。
捐献配子及代孕改变
了孩子和其父母之间的基因
关系。事实上，不仅仅是改
变，捐献受孕、代孕和同性
婚姻断绝了基因联系，且使
家庭关系整齐性受到破坏。
这对孩子有什么影
响？若孩子被剥夺了基因联
系，他们会失去有价值的东
西吗？孩子们如何理解那些
不想要他们的卵子捐献者和
代孕母亲？他们拥有一个基
因上的母亲，还有一个生育
母亲，然而两个母亲均不在
其日常生活中，“母亲”对
他们来讲意味着什么？至少
对于由配子捐献而出生的孩
子来讲，希望与基因上有联
系的父母取得联系的渴望是
巨大的。许多由于捐献出生
的孩子现在已接近成年，他
们坚持要求获得关于自己出
生的信息或与其基因上的父
亲取得联系，表现出这种关
系及生理承袭和身份的重要
性。但是，仍有许多孩子对
（ ）
此类信息不得而知。 16
尽管已存在传闻性证
据，但对于从代孕和捐献配
子而出生的孩子的长期影响
（ ）
还几近未有实证研究。 17
人们更多关注的是接受不育
治疗的成年人的“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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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非保护那些所谓的“选择
性出生孩子”的生理信息。
尽管代孕看起来是个
人选择，但这些选择需要在
一个更大的范围下加以审
视，以评估代孕对我们生活
的社会的影响：“部分人说
代孕属于阶级侵犯的一种形
式，因为早代孕过程中，富
有中层阶级夫妇委任工人阶
级妇女来为其孕育孩子。或
者，代孕是否鼓励我们把孩
子看做可定做、运送、满足
顾客要求的货物，而非礼物
（ ）
及一种责任？” 18
母体内的生活
基督的母亲玛利亚的
经历反映了怀孕的神奇之处
（ ）
和要求。 19 怀孕象征着母
体内心深处乐于接受，同时
也是 祝福的象征。在母体子
宫内的生活对孩子来讲是宝
贵的，是可影响其发展的。
这段生活对于孩子与母亲及
孩子与上帝的关系是关键：
“ 我在母腹中你以庇护
（ ）
我”。 20 约翰·怀亚特教
授表示，在上帝的创造计划
中，当一个母亲把她刚出生
的孩子放到臂弯中时，她接
受的不是一个陌生人，而是
一个在此前 9 个月与其亲密
分享其生活的生命。孩子与
母亲关系中的安全和爱在此
（ ）
过程中已建立。 21
然而，代孕的先提条
件恰好与此相反，因为代孕
建立在代母可轻易放弃其孕
育孩子的能力基础之上。代
母对孩子感情越疏远，越容
易完成代孕协议。因此代孕
把远离与疏离子宫内孩子的
能力当做一种优点，而与这
个孩子产生情感则成为不可
取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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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把孩子从代母递
交给委托方这一过程对母亲
或孩子产生的心理影响缺乏
深入长期的调查研究。英国
第一位商业代孕母亲金珂特
在一次采访中说道， 她 28
年后才意识到，你不能割断
所有感觉，不管是母性亦或
其它，她付出了自己的代
（ ）
价。 22 一个加拿大的案例
分析表明，代母通常对分离
过程感到深深伤心，当她们
把刚出生婴儿交到其未来父
母手上时，她们遭受分离的
（ ）
焦虑和沮丧。 23
上帝的形象
由于人类是以上帝的
形象创造的，因此每个人都
是唯一的、宝贵的创造。
（24）
我们人类的尊严来自上
帝，因我们身上有上帝的形
象。代孕决定的母亲身份很
明显侵犯了孩子、抚养母亲
及代孕母亲的人类尊严，因
为以上帝形象创造出的人从
根本上讲不是可被物化、购
买或标价使用的东西或商
品。华亚特向我们发出挑
战：“践踏、利用或虐待另
一个人类就是藐视上帝，以
藐视的方式对待上帝的形
）
象。”25
显而易见，金钱是全
球多数代孕协议背后的推动
因素。公然的商业代孕显然
等同于买卖儿童，把孩子沦
为交易品，给他们明码标
价，但显然人类不应成为销
售“物品”。有人或许说商
业代孕在英国是不被允许
的，但为代孕协议安排“花
费”是允许的，而且通常这
种花费很高。事实上，在英
国，代孕“花费”规模与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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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的商业代孕协议无较大差
别。
此外，对女性的剥削
也存在担忧。向代母付费是
一项直接诱导，以便让代母
去做对其自身存在风险且若
无费用支付她便会选择不去
做的事——出卖其生育能
力。她的身体成为了为其他
人服务的工具。文章开始表
明，绝望的不育夫妇或富有
的单身人士、收入低且处于
弱势的代母及良心上存在不
同程度不安的代孕中介导致
了代孕协议产生。协议通常
高度剥削代母，并将其视为
一种商品。的确，没有什么
法律来保护低收入国家的妇
女，她们被视为理想的代母
候选人，因为她们最不易对
出生的孩子产生感情，而且
相较于更富有国家，对其支
付费用也可低很多。
《圣经》中的代孕
《圣经》中有两个代
孕例子，均表明代孕导致家
庭关系扭曲及社会扭曲。亚
伯兰和撒莱没有孩子，实际
）
上夏甲便是他们的代母。26
同样，拉结告诉她的丈夫雅
各：“由我的使女辟拉在这
里，你可以与她同房，使她
生子在我膝下，我便因她也
）
得孩子。”27 同样，利亚
把自己的侍女悉帕给了雅
（ ）
各。 28 这些例子的结果是
嫉妒、竞争、偏爱以及随之
产生的家庭纷争。同时也对
历史产生了影响。夏甲的儿
子以实玛利及其后代与以撒
的后代不和，后来以实玛利
的后代把约瑟卖为奴隶。辟
拉的儿子是 但，是出于嫉妒
把约瑟卖为奴隶的其中一个
哥哥，其后代后来陷入偶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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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崇拜。 29 金杨对此评论
道：“从这些章节似乎可以
看出两处失败，第一处，未
能等候上帝旨意、信靠上
帝，这导致第二处失败，即
对婚姻的错误观念。他们用
自己的方式使用代孕母亲来
解决问题，而非信靠上帝，
这导致了不和谐的家庭及社
（ ）
会关系。” 30
结论
表面来看，代孕或是解
决不育夫妇痛苦的合理方
式，其可为代孕母亲带来钱
财收益，而且由于所涉及到
的成年人是出于自愿选择
的，因此可以接受。如以上
情景所示，对于“我何时想
要”孩子及“我如何想要”
孩子的自由，几乎没有法律
加以实际性的限制。但这些
选择忽视了基本设想：对一
个孩子最好的是其出生在家
庭关系未被故意弄混的自然
家庭结构中。代孕中最弱势
的孩子和代母最容易受到伤
害，但他们却仅受微小保护
或甚至根本不受保护。
然而，代孕存在的问题
更进一层。伦理学教授及作
家吉尔伯特 梅兰德曾深刻写
出我们试图主宰及独立的迫
切愿望。同刘易斯一样，他
警告道，那种所谓的自由带
来的影响将最终导致“我们
所谓的超越自然的人类力量
实际上是部分人相对于其他
人实施的力量，自然不过是
工具。人类完成对自然的胜
利之际实际上是自然对人类
的胜利。”
21 世纪的代孕现象淋漓
尽致的表现了以上观点！出
于对人类和家庭的理解，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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督徒拥有的道德观应准备好
对人类实行的某些自由说
“不”，并拒绝不明智的技
术。事先找到限制我们自由
的明确界限很难，但是我们
必须时刻准备好去寻找这些
界限。我们必须准备好承认
以下事实：也许有些苦难我
们不必经历，但不应如此；
有些孩子可能是通过人工方
式出生的，但不应如此。
一个互联网世界允许
（实际上鼓励）个人几近完
全自由地去探寻众多不同的
生育选择，而不去考虑这种
选择对其他人的影响。无法
生育的基督徒拒绝现状，寻
求用其它方式来满足其深切
上帝赐予的对父母角色的渴
望，这看似来几近合情合
理。在一个拥有众多伤心、
被虐、被遗弃及残疾的孩子
的世界，显然收养或领养并
关心那些被人抛弃的孩子是
更好也是更敬畏上帝的方
式。同时，基督教团体应学
会承认、尊重并支持那些收
养夫妇做出的痛苦牺牲。
参考书目
1． 我们关注的代孕中的部分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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