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人类生命的开始  附录 I: 怀孕和受精：定义伦理相关术语 

 

总论 

  从科学角度，CMDA 认识到人的生命始于受精（见 CMDA 声明 «人类生命的开始»）。圣经说

人的生命始于绝对“开始或开端”，用了“怀孕”这个词。因为 “怀孕” 这个术语一直是在当前

各种科学、医学和生物伦理文学中（重新）定义。基督徒可能对教会的信条、教义、圣经、礼

仪、传统、文化语言中“生命始于怀孕”感到困惑。CMDA 声明，维护教会传统的圣经和教义的

语言而不加修饰是合适的，并且在生物学上也是精准的。圣经说“怀孕”是人的生命的“开始或

开端”，这是 CMDA 从科学上确定并坚持的对受精的认识。    

 

争论  

  道德和伦理的问题经常是语言和定义的问题。术语“怀孕”和“受精”是生命的开始的主要

和关键的定义。怀孕在传统的观念里被假定为代名词，如在传统的东正教的语言中，怀孕标志着

人类个体生命的开始。现在的情况却并不如此。目前这些术语被不同的组织为促进某些道德议程

以不同的方式使用。特别是，之前单义术语“怀孕”现在有多重定义和解释。例如，美国学院妇

产科现在将怀孕（重新）定义为“植入”1。科学和医学文献中不再将怀孕以符合圣经和传统的方

式定义为人类生命的开始。目前 CMDA«人类生命的开始»声明正确和精确地定义了人类个体生命

始于受精。各种其它的定义可能会产生一些混乱，基督教有很好的理由仍然保持圣经的语言，

“生命始于怀孕”（认识到使用“怀孕”一词的意思是“开始”，这是在“受精”的那一刻）。       

  

传统的基督教教会语言  

  保守派和福音派新教、东正教和罗马天主教信徒的传统语言一直是“生命始于怀孕”（参见

Euangelium 简历）2。这在传统上意味着“开始”，被认为开始在受精的那个时候。   

 

基督教会的信条语言  

  CMDA 对生命的开始最强的声明，并且对于任何一个基督徒，是道成肉身（以赛亚书 7:14;马

太福音 1:20; 路加福音 1:31）。这一信条的根基性语言是基督徒的历史悠久的信条，主要是使徒

信经中，所有的英语译本中都用“受圣灵感孕”作为开始的定义，或我们救主耶稣基督道成肉身

的开始。4在这些经文使用“怀孕”一词并不与当前的科学和医学的定义混淆，而应被理解为绝对

的“开始或开端”， 而这在科学上的定义是受精。  

 



圣经的语言  

  在所有主要的圣经翻译版本（KJV，NKJV，RSV，NRSV，NAS，NIV，NAB）中，术语

“conception”和“conceived”被用来翻译希伯来文和希腊文对“生命的起始”或“生命的开

端”的特定内涵。“conception“或”conceived“被用来翻译希伯来文 hrh（”harah“）或希腊

文 gennaw（马太福音 1:20“gennao”，意思是“受孕”、“产生”、“to father”，但在文中明

确的是“to conceive”;5 约翰福音 8:41，9:34 和 BGD 译本：““招致”，“父亲”，但明确“你们

都是从罪恶生的”6）或 sullamba，nw（“syllambano”创世纪 4:1;在 LXX 30:7，和路加福音

1:24、31、36；雅各书 1:15 中有比喻描述，可能的含义是“抓住”，若是针对孩子就是“怀孕”

7）。 Harah 用在创世纪 4:1; 16:4,5; 19:36; 25:21; 30:7; 38:18 等（尤其看以赛亚 7:14; LXX：gastri e 

[Xei，“怀孕”）和它的语义域与传统使用的术语“怀孕”，意思是“要生出”、“成为父母” 

“导致什么事物存在” “怀孕”8。同样重要的是这个词在救赎历史语言 YHWH 中的还用在他们

在实际“出生”之前“孕育”一个民族（民数记 11:12）。特别是，Hos 9:11 意味着受孕（！Ayr'h

“herayon”是一个独特的、单一的、一次性的事件，而不是一个过程或状态；妊娠开始时，性交

的结果等）是在怀孕状态之前并区别开来的（！J,B, ÞmiW “yum-baten”、“从”、“中”或“在子

宫中”、“怀孕的状态”）或生出（DL; y“的”yalad“，“带来，产生”、 “出生”）。     

  

  在另一方面，诗篇 5:7 用 lyx（“chul”，“翻腾的痛苦”或“劳动和分娩相关的产痛）及〜

XY（”yacham” “受孕” 在圣经中只用在人性行为后怀孕，或在动物发情时）。 “有三个词是用

在诞生的相对应的过程：harah“怀孕”，yalad “产生，出生”，chul“分娩的痛苦”。另一个表

示“怀孕”的词是 yacham，多用于动物发情。 （参考 诗篇 51:7）。第一个词描述了怀孕的初

始，后两者表示这个过程的终止。”9 

  

  认识到这些希伯来文和希腊文术语并不在现代生物对人类生育的理解中， “受孕”（或“怀

孕”）始终用来翻译希伯来文和希腊文中“生命的开端”，“怀孕”、 “或存在的最初”这些特

别的含义中。因此， “怀孕”及其同源词，正如这些经文的上下文中所解释的，是指生物角度的

受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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