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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衛生＋今日香港＋現代中國＋全球化＋個人成長與人際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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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育是大部分夫婦的人生必經階段，兩口子從互
相鍾愛、委身、懷孕以至分娩，將小寶貝帶到這個色彩
繽紛的世界，亦為家庭再添一份血緣之親。可是，不少渴

求生子的夫婦卻苦受不育問題困擾而遲遲未有所出，因此便轉

求人工受孕的幫助，希望藉先進的生殖科技以協助懷孕。
過去30年，生殖科技發展迅速─只要花得起錢，加上科技配合，整
個懷孕過程可透過科技「代勞」
，令不育問題再非「不治之症」
。
單是2010年，本港就有8,668對夫婦接受人工受孕。而據屯門醫
院及廣華醫院的數據顯示，去年兩院有逾四成雙胞胎都是以人
工受孕「炮製」
。
雖然人工受孕能大幅提高懷孕的機會，但有人批評此舉無
疑是以金錢和科技換取生命，令生命失去獨特性和可貴。
■黃德正 中學通識教育科教學助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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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廣州日報》
去年報道，廣州
市有富商夫婦透
過生殖技術和代母借腹，成功產下「中國
首例8胞胎」。消息一出迅即引來全城轟
動，當地社會對人工受孕所衍生的道德問
題議論紛紛。報道指出，那對富商夫婦久
婚不孕，其後轉以試管嬰兒方式，培植8個
胚胎；一般而言，試管嬰兒的成功率為20%
至50%，但他們所做的8個胚胎全數成功。該
名富商的妻子自己懷3胎，另聘兩名代母「借
腹產子」
，各自懷孕另外5名嬰兒。根據該報估
計，單是產子費用已高達100萬元人民幣，而
照顧和教育嬰兒的開支每月以10萬元人民幣
計，並非一般家庭所能承擔。
有人認為，是次事件令生育過程「向錢看」，
助長富人濫用科技生育的風氣，令生育過程變成
「只要有錢，想怎樣生、何時生都能夠掌握手中」
的遊戲，令生命的尊嚴蕩然無存。廣東省計劃生
育協會秘書長兼廣州醫學院衛生管理學院兼職教授
董玉整認為，是次事件涉及人工受孕、借腹產子和
多胞胎，懷孕和生育的風險極高，雖然8胞胎和母親
最後都健康平安，但只屬「萬幸」
，絕不鼓勵其他人仿效。

利弊比拚 誰勝誰負？
生殖科技面世以來，一直引起社會爭議，以下綜合當中的正反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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繁衍後代 維繫家庭

大自然所有動物必定經過交配、懷
孕、分娩的繁殖過程。有科學家指出，
「繁殖」是絕大部分生物的生存目的之一，有些
動物如蝴蝶、螳螂等，更會於交配後迅速死去，
可見其重要性。
人類會通過婚姻和生育來維繫家庭和社會發展，
從而建立倫理關係，故有不少人會視生育為提升家
庭關係的過程。事實上，不少渴望生兒育女卻不育
的夫婦，難以「順應自然」
，生殖科技則能大幅增
加懷孕的機會。

1. 倫理關係如何透過繁殖過
程和親子關係來建立？
2. 沒有子女的家庭能健康發展嗎？為甚麼？

「生母」有三 親疏有別？
此外，亦有人批評事件有違倫理。8胞胎中，只有3胞胎是生
母所出，其餘5胞胎分別由代母懷孕生產，雖然法律上8胞胎均屬
富商夫婦所有，但在生理上和倫理上，他們卻「共享」3 位母親，
這種特殊情況會否為8胞胎帶來不同待遇，實考驗父母的涵養。
資料來源：
1.《廣州富商夫婦代孕 生下8胞胎》
，香港文匯網快訊
http://news.wenweipo.com/2011/12/19/IN1112190010.htm
2.《「8胞胎」引出生殖倫理糾結》
，國際在線
http://big5.chinabroadcast.cn/gate/big5/gb.cri.cn/27824/2011/12/
20/882s3485569.htm

助規劃人生 免打亂工作
已發展國家的生活指數高，令不少城市人都埋首
工作，以爭取更理想的生活素質；加上事業女性已
成為社會的常態，她們無暇甚至無計劃生育，嬰兒
對其而言未必是禮物，反而是放棄事業、此後安
於家中相夫教子的心理「負擔」
。
生殖科技可幫助夫婦易於計劃生育的時機，
「何時生」
、「怎樣生」都可靠科技解決，令整個
家庭、人生規劃都被掌握其中。

技術尖端 一年內可「中招」
1978年，全球首個試管嬰兒路易斯成功
出世，此後的生殖科技不斷發展，成為不
育夫婦的佳音。醫生透過尖端的生物、醫
學技術培育胚胎，並以不同渠道植回母體，完成受精過程。現時較常用
的生殖科技包括人工授精、禮物嬰兒和試管嬰兒等。
人工授精是先從丈夫的取得精液樣本，經過洗滌分離步驟篩選出較活
躍的精子，於妻子的排卵期間，將精子直接注射到其子宮腔內。
禮物嬰兒的名稱來自其英文簡稱GIFT。若丈夫的精子無法自行移至輸
卵管受精處，或妻子的輸卵管取卵機能受損，醫護人員會先將精子和卵
子於體外受精，再將胚胎重新導入母親的輸卵
管內。
而試管嬰兒與上述兩者大同小異。它的做法
是先把夫婦雙方的精子和卵子於體外受精，再
按情況將胚胎導入輸卵管或子宮腔內。
有生殖科技專家說，若夫婦雙方身體狀況理
想，應可於半年至1年內成功懷孕，否則可能
是生殖系統有問題，宜尋求專家協助。
資料來源：《人工生殖技術簡介》
，台灣長庚
醫療財團法人網站

■人工受孕生殖科技令不
育夫婦「有救」
。 設計圖片

有人認為，生殖科技可讓夫婦於最佳的身
體狀態下生育，而技術人員更可選取當中
「最理想」的胚胎植入母體，某些技術更能
決定嬰兒的眼睛顏色、高度等，並於其胚胎
時期檢查疾病及基因問題，以確保嬰兒有更
佳的體質和智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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削弱血親關係
衝擊道德底線

人工繁殖有違自然分娩原則，削弱親子的血親關
係。人類的繁殖過程與一般動物不同，人類交配是
肉體和情感結合的過程，因此人類的嬰兒往往被喻
為「愛情結晶品」
，令整個繁殖過程增添情感的層
次，並以此情感延伸作為維繫家庭倫理的基礎。
分娩是生產子女的最後過程，其中所承受的「十
級痛楚」
，據說能建立母親和嬰兒的血肉之親。有
科學研究已證實，非自然分娩的動物對子女的關愛
較低，甚至出現拒絕哺乳、餵食的情況。
上述觀點足證，情感、肉體關係、分娩是人類繁
殖過程的必要元素，同時亦是維繫家庭血緣和倫理
的基礎。若父母選擇找代母借腹，懷胎10月以至分
娩過程完全由他人代勞，令「生母」與嬰兒難以建
立親密關係；而一旦親子關係涉及第三者，更會衝
擊家庭觀念和倫理道德。

1.舉例解釋人類與動物的
繁殖過程有何不同。

有宗教界人士說，人對生命的控制權有限，而生
殖科技卻令父母、科技人員可以控制生育的時機、
條件等，營造「創造者」的感覺。根據科學定義而
言，胚胎不屬於「生命」
，結合失敗的胚胎會被技
術人員拋棄，貶抑生命的尊嚴。

1. 生命尊嚴為何？
2. 通過生殖科技「設計」出完美的嬰兒有
何不可？

試管嬰：自覺是畸形
生物角度而言，人工繁殖的生命亦是由精子和卵
子結合而生，本質上與自然而生的生命無異，但事
實上他們的誕生過程經過人工合成、處理，將來他
們如何自處將成為嚴峻的問題。事實上，人工繁殖
的生命在實驗室結合及培植，待確認胚胎穩定後才
注入母體，因此其生命起源的過程較特殊。曾有一
名試管嬰兒說，當得悉「父親」是玻璃瓶內的精液
後，自覺自己是一名「冒充別人的畸形人物」
。

1.生殖技術如何幫助 2.若子女有兩名「生母」，倫理觀念會受
到甚麼影響？
夫婦規劃人生？

隨意訂造 生命淪為貨物

精挑細選 必屬佳品
生殖科技可幫助父母於嬰兒胚胎階段
「汰弱留強」，選擇結合素質最佳的精子和
卵子，確保子女的身體和智力「高人一
等」。誠然，精子的活躍程度會隨年齡的
增長而下跌，男性的雄激素自35歲後更
會逐年下降，直接影響精子素質，降低
成孕機會。有研究更指出，男性到了30
歲，其精子的DNA受損率開始上升。

生命尊嚴貴在其獨特性，父母孕育生命，不單蘊
含「身體髮膚，受諸父母」的意義，並傳承父母對
子女的愛；而人工繁殖技術則利用現代科技「創造」
生命，若「實驗失敗」
，可以其他胚胎再作嘗試。
生命不完美乃大自然常態，大部分父母付出愛，
不會在乎子女完美與否，這正是生命的尊嚴所在。
而生殖技術雖然能幫助父母選擇「較理想」的胚
胎，但這令生育淪為追求高效益的貨物生產過程。

1. 你認為孕育生命的過
程有何重要？
資料來源：《訂造嬰兒的迷思(一)：人工嬰兒是人
還是神造？生殖是否等同生產貨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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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 •人工授精 •禮物嬰兒 •試管嬰兒

定義

■全球首個試管嬰兒路易斯
■全球首個試管嬰兒路易斯
在1978年出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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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有關不育》
，香港人類生殖科技管理局網頁
http://www.chrt.org.hk/tc_chi/patients/patients_abo.html
2.《生殖科技程序》
，香港人類生殖科技管理局網頁
http://www.chrt.org.hk/tc_chi/patients/patients_rep.html
3. 劉亞婷、廖宥程：《人工生殖科技所面臨的倫理衝擊》
4.《人工授精的好處》
，第一疾病網
http://www.one120.com/buyunbuyu/rengongshoujing/47779.html
5.《訂造理想嬰兒 擾亂生殖定律？》
，《香港文匯報》，2011-04-12
http://pdf.wenweipo.com/2011/04/12/a28-0412.pdf
■香港文匯報記者

醫生透過尖
端的生物、醫學技術
培育胚胎，並以不同
渠道植回母體，完成
受精過程。

人工受孕
社會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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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繁衍後代 維繫家庭關係
•協助夫婦更好地規劃人生
•受精卵經精挑細選
確保嬰兒體智優良

新聞背景

去年，廣州市有一對久婚
不育的富商夫婦透過生殖技術和代母借
腹，成功產下「中國首例8胞胎」。據估
計，產子費用高達100萬元人民幣。廣東
省計劃生育協會秘書長兼廣州醫學院衛生
管理學院兼職教授董玉整認為，是次事件
的風險極高，絕不鼓勵其他人仿效。

反對
•削弱血親關係 衝擊道德底線
•隨意訂造 生命淪為貨物
•不知父母為何 試管嬰自覺是畸形
■製圖：香港文匯報記者 吳欣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