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離婚夫婦爭奪冷凍胚胎⋯⋯

（1999年11月6日星期六《衞報》〔The Guardian〕）

幾十年前，這頭條下的報導簡直令人難以置信，似乎

更像是科幻小說的橋段過於是可靠的時事新聞。科技進步

常被人描繪成純粹美好的進步，但如這篇報導所顯示，科

技進步經常導致潘朵拉的盒子被打開，釋放出前所未見的

道德難題，這即使是我們作惡夢也始料不及的。然而，亞

伯拉罕、撒拉、夏甲和以實瑪利的古老故事，卻是與上述

這現代困局的潛在問題詭異地暗合。當然，二事描述的

情況有明顯的形式差異，提醒我們不要太快或太輕易將自

己或自己判斷處事的方式讀入經文之中。然而，只要我們

求同存異，就可合理地找出人類跨越時空、潛在共通的人

性，把古老的經文活生生呈現在現代讀者面前。

這兩個故事在相同的處境下發生，這是一個所有人類

社會都會關心的處境：有一對男女想生兒育女，但迄今仍

……在想駕馭上帝的應許之時             
（創十六章，二十一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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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不育，而時間似乎所剩無幾。所以，這對男女千方百

計要解決問題。當然，冷凍胚胎與聖經的世界完全扯不上

關係，而現代人在處理不育的問題時所牽涉的複雜倫理難

題，也不適用於其他時代。但亞伯蘭和撒萊有他們自己（天

然而同樣有效）的「生物科技」，就是借助婢女夏甲，她生

育的能力毋庸置疑。試管未曾發明之前，便已有代母，古

人在這事上有自己的一套方法。從道德角度來看，我們也

許覺得這是不正當的男女關係，但處理不育這方面的道德

問題其實很敏感，我們也不宜五十步笑百步。無論如何，

這都不是這兩個故事想吸引讀者留意的方面，兩者都不直

接關注科技在道德上的對與錯，反而關心這樣做而引發在

人際關係上的複雜問題。這似乎是另一個古往今來的人類

共同特徵：論到孕育新生命，不管是對是錯，人試圖要「扮

演上帝」，都會帶來意料不及、殊不討好的餘波。似乎，

這過程最終難免會衍生人為的餘波：人際關係中的餘波、

期待之中的餘波、有血有肉的餘波。當過程取得其最初所

渴望達到的結果後，就不容易知道可如何處理隨之而來的 

餘波。

如果我們打開創世記十五章，就可讀到這故事當下的

背景。亞伯蘭向上帝求一個兒子，恐怕他的家業會交給他

家中的僕人大馬士革人以利以謝。所以，上帝應許亞伯

蘭：「『這人必不成為你的後嗣；你本身所生的才成為你

的後嗣。』於是領他走到外邊，說：『你向天觀看，數算眾

星，能數得過來嗎？』又對他說：『你的後裔將要如此。』」

（十五 4～6）亞伯蘭興高采烈回家，向撒萊述說這事，撒

萊卻大概不像亞伯蘭一樣興奮。很可能，這整個想法成為

撒萊極大的重擔，令她深感歉疚。撒萊已不年輕，至今仍

然不育。這段經文第一節開宗明義形容撒萊是賢妻，只是

不能生育：「亞伯蘭的妻子撒萊沒有為他生孩子。」（十六

1；參《和合本修訂版》）那麼，可以怎麼辦？亞伯蘭想要

小孩子，這自然不過，更別說當時社會的經濟結構和福利

機制，比起我們現在更是與血緣上的關係密切相關。經文

沒有告訴我們，但我們可猜想撒萊也渴望生兒育女。撒萊

多年以來一直盼望守候，但隨著生理時鐘滴答不止，更年

期過去，壓力本就極大。當下亞伯蘭用沉重的神學調子談

論這事，更使撒萊「百上加斤」。「啊，上帝今天告訴我，

祂要透過撒萊，叫我們得一個兒子；實際上所生的孩子會

如天上的星這麼多。」這是亞伯蘭（及上帝）的好主意，但

在撒萊看來，她卻被迫要承擔責任履行這期望！亞伯蘭看

來可以安心信靠上帝，撒萊就沒這麼肯定了。撒萊無法相

信這計劃竟要她在這年紀懷孕生子，這實在是天方夜譚。

也許，撒萊根本不願想像這事發生！所以，撒萊想出她看

來可行的方案，但不必要求任何神蹟般的事發生，大大縮

減了自己想像上的預期。撒萊年老，「月經已斷絕了」。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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撒萊有一個年輕的埃及婢女，既替她辦理家中的一切事，

為何不可辦這一件事？撒萊只需要叫亞伯蘭與這婢女同

房，直到她懷孕（亞伯蘭固然願意信靠上帝，但似乎也很

樂意順從這計劃……），而所生的孩子可在家中被養育成

人，承繼家業。這樣撒萊就可卸下一切重擔，旁人也終於

不再定睛在她的不足。

因此，撒萊擔起責任，要為亞伯蘭覓得他所渴望的兒

子、上帝所應許他的後裔。這是個妙計，只是有一嚴重漏

洞。即使撒萊嘗試確保上帝說過的事必能成就，卻是把精

力放在用她的方法做事，惟恐她所害怕的事會臨到自己身

上：恐怕自己無法懷孕而失望羞恥，或承受在這年紀懷孕

的風險和憂慮。撒萊認為，只有上帝的應許並不足夠。她

無法坐下來等著看上帝如何與何時執行自己的應許。撒

萊想有安全感，想知道事情發生的方式和時間，甚至想控

制事情發生的方式和時間。撒萊未預備好用上帝的方式做

事，卻想插手與上帝談判。「上帝，好的，你想成就甲這

件事，但明顯這方程式欠缺乙這因數，所以我認為我們應

循丙這路線，這樣祢我就很有機會可以成功。」在這點上，

我們可恰當地說，撒萊試圖努力治好不育的傷痛的這一做

法，相當於在「扮演上帝」。然而對於聽見上帝不合情理的

應許而發笑的撒萊，仍要學習在上帝並沒有難成的事。撒

萊的行動事實上表現出不信，她口口聲聲說自己是為上帝

和祂的旨意而作事，實際上卻是不肯面對在她人生的這一

刻，上帝究竟是一位怎樣的上帝所包含的含義。在故事後

面的部分，撒萊不信的毛病將得到醫治，但此刻上帝由得

她自作主張，透過經歷難處來學習；因為正是這同一個「合

理」和可駕馭的計策，導致接下來撒萊和其他人都十分頭

痛和苦毒。

這故事沒有指出這種代母的安排有何不尋常的地方，

但從婢女的角度來看，肯定會覺得超過了對她工作的要

求！但在這故事中，經文沒有交代夏甲對此事的感受，後

來夏甲發現自己確實懷了亞伯蘭的骨肉，我們才讀到「〔她〕

就小看她的主母」。這句話顯得異常緊張，短短數字就表

達出很多意思。社會地位發生錯置，夏甲有些應對不來，

作為婢女，她竟被帶到主母的牀上；並非偷偷摸摸、逢場

作戲的那種，而是公開受她的主母指使，因夏甲可帶給亞

伯蘭的東西，是撒萊即使有錢又有社會地位也不能給予

的。難怪當夏甲身懷六甲，人人也知道她懷有身孕後，她

會感到有一種勝利感。奴婢和主人的地位如此明顯倒轉過

來，這種事不常發生；即使整件事是撒萊出的主意，計劃

也成功了，撒萊卻自食其果，這實在有夠諷刺。撒萊將另

一個女人送上自己丈夫的牀，看見對方不費吹灰之力便能

懷孕，自己卻苦等了這麼多年，年復年只有空等，這一切

痛苦超過了生理和生物上的層面。夏甲產子，撒萊的欠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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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感非但沒有緩和，反而更進一步加劇。人人也知道，原來

問題一直出在撒萊身上。而撒萊的婢女跟著她在家中四處

走，流露輕蔑的眼神，無疑是向撒萊心靈的傷口上灑鹽，

叫她不能忍受。從這處起，故事開始變質。撒萊作了以為

是對她丈夫和婚姻最有益的事，當下卻強烈感到她作妻子

的地位被人取代了。隨著夏甲的肚子愈來愈大，撒萊受到

的審判也加大十倍，而且眾人皆可見到。

撒萊向亞伯蘭申訴這一切時，亞伯蘭最少可以向她肯

定，他經過了這次代母的事件，感情上並沒有出軌。亞伯

蘭沒有對夏甲表示傾慕，或與她發展出任何戀情。「使女在

你手裏，你可以照你看為好的對待她。」這句話並非故事中

令人感動的一刻！撒萊抓住亞伯蘭這句話，馬上設計要將

夏甲打回原形，要清楚表明夏甲不過是人肉試管，她在家

中的權力位置決無更改。接著我們讀到：「撒萊苦待她。」

（十六 6）

經文一筆帶過，但我們可想像那段情節必定很殘酷無

情，因夏甲身懷六甲，又沒有其他支持或求生的方法，但

仍決定不但要離開亞伯蘭的牀，更要離開亞伯蘭的家，跑

到危機四伏的曠野。夏甲落荒而逃，究竟想走到哪裏去？

她大概沒有頭緒，也沒有細想。通常痛苦和傷害變得無法

忍受時，我們乾脆會逃避痛苦的根源，不會停下來思想自

己逃跑的方向。經文在這處告訴我們，「耶和華的使者……

遇見她」（十六 7）在一個水泉旁邊歇息。留意天使向夏甲

說的話如何迫使她考慮自己在亞伯蘭家中的恰當身分，以

及面對所遭遇到的事：「撒萊的使女夏甲，你從哪裏來？

要往哪裏去？」（十六 8）夏甲近來必定對自己的身分感到

有點迷惘，短時間內由婢女搖身一變成主人的枕邊人，又

搖身一變成待產婦。但剎那間，夏甲得重新面對殘酷的現

實，遭遇奴婢可能受到的最差勁的對待 —如連環炮轟般

的語言虐待（甚至身體虐待），直到她再也忍受不住。我

們可以想像在那段期間，撒萊有多少次大聲呼喝夏甲，罵

道：「你以為自己是誰？！」夏甲可以怎樣回答？她現在到

底是誰？奴婢？情婦？因姦成孕的受害者？妾士？放蕩的

女人？母親？撒萊的情敵？爭奪家產的女人？夏甲沒有要

求這些身分，不奢望得到，也沒有爭取。夏甲情願也好，

不情願也好，這些東西都是別人強加在她身上的。不管夏

甲過去是誰，適逢近來發生的巨變，當下她需要有人清楚

肯定她的身分，使她可以釋然地做回自己，而不需感到歉

疚。所以，天使的話令人情緒激盪：「撒萊的使女夏甲，你

從哪裏來？要往哪裏去？」這幾句話既作出肯定，又發出挑

戰；既是建立，又是質問。這幾句話並且要開始修復撒萊

因試圖扮演上帝而破壞了的秩序。夏甲是撒萊的婢女：並

非她的情敵，也不與她同等，更不可取代撒萊。夏甲現在

適宜回家去，順從撒萊，恢復夏甲在亞伯蘭家中的本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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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然，事情不可能再一模一樣，他們都要承受這不明

智的三角關係所帶來的明顯後果。夏甲肚裏的孩子不會突

然消失：那嬰孩帶有亞伯蘭的 基因，長大後會有亞伯蘭

的眼睛、笑聲、咳嗽聲，或其他希伯來人的特徵。簡而

言之，那嬰孩會被辨認為亞伯蘭的兒子，是亞伯蘭的一部

分。這點無法改變，也不容易應付，因那嬰孩永遠不會是

撒萊的兒子，永遠不會是她和亞伯蘭的兒子。相反，這孩

子會成為他們夫婦的傷痕關係中一塊活生生的砲彈碎片，

扭曲他們對這段慘痛經歷的回憶，更肯定會驅使撒萊往後

多年依然憎恨夏甲。在夏甲看來，情況實在糾纏，甚至令

人極度心寒。固然，最好的方法是夏甲繼續逃走，逃避這

遙遙無期的亂局；抑或，夏甲可以選擇墮胎。在窮途末路

中，夏甲甚至可能祈求上帝使她流產，解決這非她所求所

想的根源所惹來的一切麻煩。在我們的時代，夏甲無疑可

認真考慮「事後避孕丸」的好處，或想辦法籌錢到一間安全

的私人診所解決掉這問題。

這故事中，扮演上帝的情節已有很多，然而天使清楚

指出，即使這骨肉是因秩序的破壞而生，也能得到救贖。

上帝能把我們最愚蠢的主意和所帶來的惡果化成祝福。所

以，在夏甲感到最孤單、迷惘、被棄的一刻，她得著了上

帝的應許；這與上帝賜給亞伯蘭的應許很相似，但我們事

後得知，這並不是相同的應許，而是上帝特別為夏甲的權

利所作出的應許。這祝福可以說完全是恩典，而不是出於

實效的考慮。撒萊和亞伯蘭想利用夏甲來確保上帝應許的

祝福臨到。上帝確是仍會賜下祝福，即按照祂的時間，

和祂出人意外的方式，但上帝沒有計劃用夏甲來達成這目

標。某種意義來說，夏甲和這糾纏不清的情況都不是上帝

所要求的，這糾紛的結果不是上帝製造出來，而是撒萊對

上帝信心不夠而來的副產品。儘管如此，上帝能夠，也願

意救贖和祝福這孩子。以實瑪利的後裔將會極其繁多，不

可勝數。在這事上有一很驚人的諷刺。可以說，上帝同時

既介入了、又沒有介入撒萊精心編排的佈局。按計劃，夏

甲懷孕了。按計劃，夏甲為亞伯蘭生了一個兒子為後嗣。

這兒子看來確實會根據上帝向亞伯蘭所發的應許，成為眾

人之父。就如以實瑪利這名字的意思所指，上帝確實聽見

了一切所發生的，並已作出回應。所以，表面上看來，撒

萊的計劃成功了。

到了時候，以實瑪利在亞伯蘭的家中出生，作亞伯蘭

的兒子和後嗣長達十三年。雖然以實瑪利從嬰孩長大至少

年時，肯定招來撒萊妒嫉的眼光，局勢也必定異常緊張，

但一切尚算進展良好。直到亞伯蘭九十九歲的時候，卻發

生了意想不到、幾乎令人難以置信的事情。撒萊（現已改

名為撒拉，比起前面穿插的經文，現在的她當然更年老了）

發現自己懷孕了！上帝出手破壞人的精心佈局，上帝的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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