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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的生殖空白。現在婦女即使年過

腦袋、電影明星的美貌、運動健將

的嬰兒代名詞，可能會面臨淘汰的

六十，子宮還是可能孕育小孩。從

的身體。前一陣子，高價收購名校

命運。還有，中文裡說的「配偶」

前習慣說的「上一代」，大概是比

白人學生精卵的消息，在美國時有

是什麼意思，也得重新斟酌。在古

我們年長三十歲左右的父母輩，未

所聞，圖的就是這些人不但是身強

典時代的生殖文化裡，人們選擇生

二○○一年十月間，美國公共

說，雖然浪漫，也因大水災不斷卻

也就是說生殖科技還引出了更

電視播出了一個節目叫〈製造嬰兒

不見其他的小孩乘木盆漂浮而不攻

顛覆的問題：「『你』的小孩」、

來「上一代」的

殖伴侶的重

的十八種方法〉。顧名思義，科學

自破。

「父母親」等我們習以為常的「說

「說法」也許會

點，除了生理

家號稱製造小孩的方法至少有十八

一般常用的標準答案─「從你

法」與稱謂，都不再理所當然了。

問題重重，甚至

外表之外，社

種，包括自然性交、三種人工受精

媽媽的肚子裡跑出來」─則會引出

當你向朋友說這孩子是「你的」，

完全無意義：你

會背景也相當

（自家父母的精子與卵子、自家母

一連串更頭痛的問題。因為小孩媽

究竟是什麼意思？你提供了精子？

說上一代是指什

重要。而在二

親的卵子與外來供應的精子、自家

媽的肚子不見得就是小孩出生前的

卵子？子宮？金錢與扶養？還是你

麼？年長三十年

十世紀，愛情

父親的精子與外來供應的卵子）、

居所。小孩的親生父母可能是「雙

的DNA？在古典美好的時代裡，

者？四十年者？

也往往與生殖

十二種體外授精法及所謂的「複製」

親」，也有可能是「三親」、「五

「父母」頂多只有兩種：生者與養

五十年者？

難分難捨，選

等等。於是「爸爸媽媽技術合作」

親」。例如：大頭的父母利用試管

者。自從科學家說製造嬰兒的方式

這種曾是天經地義的生小孩方式，

嬰兒技術結合了王昭君的卵子與潘

只是眾多的可能性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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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在全

擇伴侶通常也

超過十八種之後，光是「新生父母」

球人口爆炸的今

就選擇了將來

安的精子，然後借用大頭祖母的子

就可能有兩三種，端看他們提供的

天，千方百計耗

可能有的小

科學的進步也許是某些人的福

宮孕。如果大頭周遭的大人都據實

是精子、卵子、子宮、還是DNA。

費巨資發展製造

孩。十八種方

音，但是也會帶來意想不到的狀

以告，詳述大頭的「身世」，大頭

而以細胞核 DNA 製造胚胎，

小孩的新科技，

法出爐之後，

況。「我從哪裡來？」自古以來所

大概會變得很頭大。換句話說，要

根本就是自我複製，所以「父母與

不是顯得多餘

科技競爭的結

有的小孩都會問。要是你的好奇寶

是一對長期愛人（不管是一男一女

子女」大概也不適用，哪麼我們是

嗎？如果想養孩

果，愛情婚姻

寶天真地問這個問題，你可千萬要

或是兩男或是兩女）由於種種因

不是可以用「正本」與「複本」來

子自己卻不能

在生殖舞台

注意，它可能再也不只是「兒童不

素，決定利用科學生殖技術來「生

稱 呼 這 種 「 骨 肉 」、 「 血 緣 」 關

生，收養個孤兒

上，淪為配角

宜」的性問題了，而是個複雜、多

孩子」，於是他們選擇了一個捐卵

係？說來好像很科幻，不過請想像

不就好了？難道

而不是主角。

面相的問題，源自「科技改變人類

人、一個捐精人、一個實驗室及一

一下這麼一封家書，開頭如下：

是傳宗接代的思

選擇「靈魂的

社會」的歷史潮流。

個子宮的提供人，藉由體外授精的

「正本大人膝下：……」至於要如

想作祟？也許

伴侶」與到實

是，也許不是。

驗室選擇精

有志寫家譜的人們，可千萬要

十八種方法

子、卵子的來

小心了。從前，一個人之上只有兩

中，自然有些可

源，可以是完
全不相干的兩

在這個歷史潮流中，人類社會

技術，就能抱個嬰兒回家。這首科

已經起了質變。首先，要回答「從

技家庭狂想曲，是科技影響人類社

哪裡來？」的問題，我們大概得放

會的最佳寫照。

何結尾，也是個想像力的考驗。

棄前人的慣用伎倆。像「傻孩子，

製造嬰兒與製造羊不同，因為

個小方格，一父一母，現在可能得

以滿足想要傳宗

你從石頭縫裡蹦出來的」這種半哄

羊只要有人照顧就好了。一個嬰兒

有五格。研究親屬關係的人類學家

接代的人，像是用「自己的精子

體壯的俊男美女，而且智商還高於

件事。不過，要是孩子是用陌生人

騙半神話的說法，有實驗精神的小

在呱呱墜地之前，早已是人類社會

大概也得重新思考，究竟親屬關係

卵 子 」， 但 是 「 借 用 」 她 人 的 子

一般人。這種現象可以說是一種新

的精子、卵子製造的，父母就不能

孩可能馬上就識破了—只要多觀察

關係裡的一個角色。從前，孩子的

在二十一世紀的內涵是什麼。從

宮。使用科學生殖技術，人們有機

的優生趨勢，一種製造「完美的人」

在失望的時刻指責「愛人」了：

周遭的石頭就可以了。筆者母親大

身分與生物關係（父母 子女）互

前，「生孩子」總是「王子與公主

會選擇下一代的生物特徵。許多人

的欲望，也是一種控制、駕馭自然

「小寶很懶惰，就是因為遺傳到你

人給的答案是：「八七水災時你乘

為因果（只有收養例外），但是現

從此過著快樂的日子」的續篇，而

往往千方百計選購「理想的」精子

的雄心壯志。

木盆漂浮而來。」這種災難源頭

在建立這種關係的選項越來越多。

且結婚與生子之間不容逗點或是長

與卵子，提供者最好有愛因斯坦的

科學發展

2002年2月，350期

以後，「愛情結晶」這種浪漫

的基因！」
新生殖技術的發展，表面上看

科學發展

2002年2月，350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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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分與生物關係（父母 子女）互

前，「生孩子」總是「王子與公主

會選擇下一代的生物特徵。許多人

的欲望，也是一種控制、駕馭自然

「小寶很懶惰，就是因為遺傳到你

人給的答案是：「八七水災時你乘

為因果（只有收養例外），但是現

從此過著快樂的日子」的續篇，而

往往千方百計選購「理想的」精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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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是科技與人類追求完美的欲望的

驗，也就是說在「雙親」的哪一頭

高的境界，只要有錢、只要喜歡就

結合，但是另外一個層面的問題或

選擇，而不是完全沒有限制的自由

可以。雖然最後成果不見得會與原

許會使我們對於這種進步的意義重

消費市場。古典式的父母 子女，

先的設定符合，即使「試管嬰兒」

新考量。要製造優等人種還得付得

是一種期待多於挑選的過程，「孩

（體外受精技術）還免不了歹竹好

起龐大的費用。而只要牽涉到費

子自己的好」出自生物自尊是很明

筍的問題，但是也許有一天科學家

用，就涉及商業化的問題。有錢可

顯的；希望小毛是個可愛聰明的孩

能準確地設定你的寶寶的所有特

使鬼推磨，大家都同意，但是有多

子，但是無論歹竹出好筍或是好竹

徵。科學家預測，不管你要「你的」

少人能接受親情關係出自「選擇完

出歹筍的結果，都無法抹煞竹與筍

嬰兒有什麼膚色、眼睛大小、身材

美 商 品 的 心 態 」， 還 以 金 錢 為 基

的關係。相對之下，高價買來精

高矮、智商高低，實驗室都做得出

礎？天下不知道有多少一廂情願的

子、卵子的行動，預設的起點就不

來。也許到哪一天，你的孩子的

父母，認為自己的孩子是世界上最

同。雖然金錢消費文化在二十世紀

「好壞優劣」，就像你開的車子一

聰明、最可愛、最特別的人類，

已幾乎入侵到人類社會的每個面

樣，只不過是你的經濟能力的表

「天下父母心」嘛！但是，請想像

相，食、衣、住、行的層面不意

現，而「驚喜」與「意外」會逐漸

一下，如果自己的小孩是逛街在

外，愛情婚姻也不例外，而今「做

淡出我們的生活。

Sogo買來的，父母對子女的「親情」

人」也將入列。

就變成了什麼？有瑕疵就退貨嗎？

自從胎兒的性別可以早期偵測

這個不好，下次買好一點、貴一點

之後，在亞洲不知有多少女胎在出

的嗎？

生之前被悄悄地處理掉，這種性別

或許，活在古典世界裡的人希
望科學家的雄心壯志只在科幻世界
裡實現？

偏好可以說是人類「選擇下一代」

王秀雲

常個人式的姻緣際會裡，像是浪漫

的開始。而十八種製造嬰兒的方

美國威斯康辛大學

愛情或是「天生注定」之類的經

法，則是將這種選擇推升到一個更

科學史博士候選人

親情的意義大多建立在一些非

國科會會務報導
九十一年度補助博士後研究人員赴國外或大陸地區研究開始申請
國科會為配合國內外之環境演變，激勵青年研究人才、提升學術研究水準，補助參與研究計畫之在職
專任「博士後研究」人員赴國外或大陸地區研究。申請人必須是戶籍設於國內之中華民國公民，於國內獲
博士學位且未超過五年，並符合所需之語言能力條件；男性申請人必須已完成兵役義務。
申請人請自行自國科會網站（http://www.nsc.gov.tw）查閱有關申請說明，並下載申請表格。備齊有關
資料，經推薦機構初審、彙整送國科會辦理。個人申請或逾期申請者，均不受理。九十一年度申請截止日
期為 九十一年二月二十日，各項申請資格均以申請截止日期為採認之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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