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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存的权利 
很多年前，当我还是个在训练中的专科医⽣生，我有幸
遇到⼀一名英国夫⼈人，她留给我的印象，永远改变了我
对⽣生命的看法。 

在这⽚片终⽌止妊娠是合法且轻⽽而易举的⼟土地上，这名英
国夫⼈人已经让我深深的感动。她是许多孩⼦子的⺟母亲。
过去已经经历过2次剖腹⽣生产，这次她再来为她⺫⽬目前
怀孕的胎⼉儿安排下⼀一个剖腹⽣生产。当我翻阅她的产科
病历，我愣住了。她有3个孩⼦子⽣生下来就有医学上所
谓的⽆无脑畸形的问题。让我来解释⼀一下，这是⼀一种先
天性脑畸形，因为胎⼉儿在⺟母体时颅⾻骨成⻓长就有缺陷，
因此⼤大脑已经受损。没有颅⾻骨的保护，脑袋深层暴露
于胎⼉儿周围的⽺羊⽔水中，随着时间的过去，⼤大脑因此已
经受损。这样⼀一来，宝宝⼀一出世，不超过⼏几天就会夭
折了。简单地说，她的孩⼦子在出⽣生后是不能活下去的。
但是，令⼈人啧啧称奇的是这位愉快的英国⽼老太太都成
功怀胎到⾜足⽉月。她分娩后，就带他们回家，⽤用⺟母乳喂
养他们，她很清楚知道她的婴⼉儿不会活太久，于是她
都珍惜每⼀一分，每⼀一秒的相处时间⾄至到他们离开。她
会拥抱他们，不让他们感到有异，⽽而只是深深感受到
爱。 

这的确让我⼤大开眼界。我从来没有遇⻅见⼀一个⺟母亲为她
孩⼦子付出的爱可以如此之深，如此感动。即使全世界
都认为他的孩⼦子不是“正常”的，她都完全接受了他
们。这并不需要⽕火箭科学家来想象她每⼀一天，⽇日复⼀一
⽇日，知道她⼩小孩出⽣生后就会夭折所承受的巨⼤大精神压
⼒力和痛苦。此外，她已经经历不只是⼀一次，⽽而是三次。

看着我疑惑的表情，我还记得她如何
耐⼼心地对我解说道，⽆无论她的孩⼦子与
她相处的时光是多么的短暂，她都会
珍惜每⼀一分，每⼀一秒的相处时间⾄至到
他们离开。 

我意识到她是⼀一名基督徒。她⾮非凡勇敢的⼒力量来⾃自于
上帝。耶利⽶米书告诉我们说，当上帝在⺟母体⾥里形成了
我们时，祂已经认识我们。因
此，祂认为在⼦子宫⾥里的宝宝⼀一
样有⽣生命，⼀一样可以成为完全
成熟的成年⼈人。因此，⼈人⼯工流
产不是⼀一个⼥女⼈人的权利，⽽而是
⼀一个未出⽣生的孩⼦子⽣生和死的问
题。 

在现今世界⾥里，为“不正常”胎
⼉儿进⾏行堕胎是⼀一种常态，但是
我知道，即使胎⼉儿被视为“不
正常”，⼈人⼯工流产也不是唯⼀一
的出路。⺟母亲有“选择”继续妊
娠到⾜足⽉月，⽤用⼼心陪孩⼦子到最后
⼀一刻，让⼩小孩知道没有⼈人可以
⽤用任何⽅方式来伤害他们，从⽽而解脱妈妈在未来的内疚
感。同样的，若被
允许，未出⽣生的婴
⼉儿也有权利⽣生存下
来。 

圣经也告诉我们，
⼤大卫⺩王相信他会在
天堂再次遇⻅见他胎
死腹中的孩⼦子。从
这⾥里我们可以预⻅见
有⼀一天，这个妈妈
会在天堂⾥里，与她三个“不正常”的孩⼦子重聚，⽽而且她

会庆幸⾃自⼰己做出了正确的选择。 选择要
保全⽣生命的权利。  

是的，连“不正常”的胎⼉儿也有权利⽣生存
下来。你会拒绝“正常” 胎⼉儿⽣生存下来
的权利吗？ 

           李梅芬医⽣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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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还没有使你在⺟母腹中
成形，就认识你。”                     

耶利⽶米书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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怀孕⻘青少年 
发⽣生在10岁到19岁之间的怀孕被世界卫⽣生组织定义为
⻘青少⼥女怀孕。对于任何怀孕的⻘青少⼥女⽗父⺟母来说，这是
⼀一件⾮非常痛⼼心的事，因为每个⽗父⺟母都希望⾃自⼰己的⼥女⼉儿
完成⼩小学，中学或⼤大学教育，并且迎向未来光明的前
途。对于怀孕的⻘青少⼥女和她的男朋友，这
同样是令⼈人沮丧的，因为谁也不好意思回
家⾯面对⽗父⺟母，或学校的朋友。反观在妈妈
腹中的胎⼉儿，更不知道⾃自⼰己家庭正陷⼊入进
退两难的困境中。 

公众的眼光 

通常，公众对怀孕⻘青少⼥女存有的态度是充
满批判的： 

1. 这些年轻⼈人享受性⽣生活，惹了⿇麻烦，所
以他们应该为⾃自⼰己的所作所为感到惭愧。 

2. 他们应该结婚，这样就不会丢家⼈人的⾯面
⼦子。 

3. 她应该堕胎，这样就没
有⼈人知道关于她怀孕的
事，也不会为家⼈人蒙耻。

4. 她应该放弃孩⼦子的抚
养权，让⼈人领养。 

5. 如果男⽅方不希望承担
责任，她可以单挑成为
⼀一名单亲妈妈。  

情感体验 

我们有多少⼈人了解怀孕⻘青少⼥女所体验的情感？她男朋
友的情感⼜又是怎么样的呢？ 

1. 双⽅方都被吓坏了。他们告诉对⽅方， “没有⼈人应该知
道怀孕这件事。” 

2. 男孩可能会告诉⼥女孩， “你去堕胎吧，因为我没有
能⼒力娶你，要你保住宝宝，⼜又太⾃自私了。” 

3. 她哭着问⾃自⼰己，“这是怎么回事？我现在应该怎么
办呢？” 

4. 她渴望亲密关系和性⽣生活过程中被爱的感觉，所以
她⾃自认如果她怀孕了，男孩会娶她。她想， “他⼀一定
是爱我才与我作爱。 ” 这是⼀一个天真的想法。 

5. 她后悔⾃自⼰己的所作所为。当男友抛弃了她，她说：
“若我的⽗父⺟母发现我怀孕了，他们会杀了我。” 

戏剧情节的展开始于当⽗父⺟母发现她怀孕了。家⼈人对着
她唬叫： “这是谁干的?” 在怀孕之前，她没有理会⽗父
⺟母在男⼥女关系之间给于她的忠告。现在，她服从她的

⽗父⺟母了。有些违背⾃自⼰己的意愿。
被迫堕胎。⼀一些被告知要结婚。
其他成为单亲妈妈或者放弃孩⼦子
的抚养权，让⼈人领养。有些“男
友”逃⾛走，他们实在太害怕承担责
任了。⼜又有些甚⾄至不知道他们已
经成为⼈人⽗父。 

⻛风险因素 

⼈人们很好奇，是什么原因造成⼀一
个⼗十⼏几岁的⻘青少年接触性活动。
让我们来看看⼀一些⻛风险因素： 

1． 家庭背景 

⽗父亲在幼⼉儿期或⻘青春期⻓长期缺席
⼤大⼤大提⾼高⻘青少年接触性活动的⻛风
险。在⼀一个家庭中，⽗父⺟母离婚或

分居，⼥女⼉儿要和她不好相处的继⽗父住在⼀一起，她很可
能提早开始约会以寻求亲密关系。 

2． 教育背景 

有些⻘青少⼥女由于缺乏读书的兴趣，如数学或者在学校
表现不佳⽽而提早辍学。她们有着错误的观念，教育对
她们未来的职业⽣生涯并不重要。她们也缺乏家庭成员
的激励。最终，她们只做⾮非技术性⼯工作，并寻求同类
别男⽣生的爱情。 

3． 渴望亲密关系 

亲密关系让他们感受到爱。她⾃自认如果怀孕了，男孩
会娶她。很多时候，在发⽣生性⾏行为的三个⽉月内，他们
就因为没有做任何防范措施⽽而怀孕了。 

4． 其他因素 

同侪的压⼒力， 脸书上的约会，媒体的影响，⾊色情⽚片，
抽烟，吸毒和嗜酒都是相关的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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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众对怀孕⻘青少⼥女存有
的态度是充满批判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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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少⼥女怀孕的负⾯面影响 

许多研究显⽰示，如果忽视产前检查和缺乏家庭⽀支持，
⻘青少年怀孕会对婴⼉儿和⺟母亲造成负⾯面的影
响。最常⻅见的如下： 

1．贫⾎血，婴⼉儿出⽣生体重过轻或早产⼉儿机
率都⾼高于成⼈人怀孕。 

2．准妈妈可能⾛走向堕胎或遗弃婴⼉儿。 

3．怀孕期间，他们⼤大多会辍学，⽣生育之
后，也不热衷于继续深造，因为他们忙于
看顾⼩小孩。 

4．有些成为单亲妈妈，只得到家⼈人微薄的资助。他
们可能在贫困中抚养⼩小孩，⽽而且不断重演此现象。 

5.   有些⼈人可能会匆忙结婚，以避免绯闻。此婚姻关
系是脆弱的，很可能离婚收场。 

如何帮助⼀一个在怀孕期间的怀孕⻘青少⼥女？ 

1．同理⼼心 - 这是为了表明你了解她的困境，并⾮非判
断。这是为了赢得她的信任。 

2．陪同这位怀孕年⻘青⼥女孩尽早做产前检
查，以及到医院分娩。理想的产前检查
可以减少婴⼉儿出⽣生体重过轻或早产⼉儿的
⻛风险。贫⾎血问题也可以在早期阶段进⾏行
校正。 

3．家庭的⽀支持是最困难的，因为⼤大多数
的家庭成会拒绝怀孕的⻘青少⼥女和胎⼉儿，
因为她是单⾝身。千万不要强迫她堕胎，
因为这个⽆无辜的孩⼦子是神照着⾃自⼰己的形
像⽽而造，他与其他⼩小孩⼀一样，不分种族
和信仰，也有⽣生存的权利。 

4．领养，是各⽅方都应该考虑的⼀一个选择。它可以减
轻⺟母亲和家庭成员育婴的负担。它避免了被迫早婚的
悲剧，尤其是对⽅方经济能⼒力薄弱，没有准备为⼈人⽗父⺟母，
或情感上不配成为⼀一对夫妇。领养给孩⼦子提供了⼀一个
新的家庭，⽽而且是来⾃自不育的，但慈爱的⽗父⺟母。通过
领养，分娩后的⻘青少⼥女可以继续她的学业和过着⾃自⼰己
的新⽣生活。 

5．结婚是另⼀一个选择，尤其是对怀孕⻘青少⼥女负责的
男⽅方在情感上相互匹配，⼼心理有准备和财务状况可以
⽀支持⺟母亲和孩⼦子，且得到家⾥里的⽀支持。 

  

堕胎绝对不是⼀一个选项或是社会的问题，
因为那群维护堕胎者不但操纵法律，也是
为⾃自⼰己的权⼒力和经济利益着想。 

你如何能帮助减少⻘青少⼥女怀孕？ 

1. 为了防⽌止⻘青少年过早辍学，⼉儿童应该在年幼时就激
励他们对⾼高等教育的向往。对于学术不太感兴趣的孩
⼦子，就应该及早报名技术课程。 

2. 男⽣生应该在坚守贞节课⾥里被教育要对两性关系负
责。 

3. 学校应开教导⽣生殖健康教育和促进健康的男⼥女两性
关系。 

4. ⽗父⺟母的家庭教育也是⼀一项重要指标。 

5. ⾮非政府组织扮演⼀一定的⾓角⾊色，透过展览和讲座提⾼高
公众对⻘青少⼥女怀孕和性病所带来的后果。 

 为了解决⻘青少⼥女怀孕，维护⽣生命组织专
为会导致意外怀孕及感染性病的⾼高⻛风险
群和有不健康男⼥女两性关系者提供预防
教育讲座。为了提⾼高⻘青少年对性的健康
意识，本组织透过对外公开展览，出版
维护⽣生命简讯，并且分发宣传单和海报。
当被诊断出已怀孕时，也为⼥女孩，她的
男友和涉及的家庭提供咨询辅导。该组
织还提供情感⽀支援和理想的产前体检，
以减少产科并发症的发⽣生。怀孕期间，

也有提供临时住宿。我们也在所有相关单位的同意下，
协助领养。我们的愿景是拯救堕胎⼉儿的⽣生命。欲了解
更多详情，请到我们的⺴⽹网站：
www.prolifegroupkuching.org 

吴⽉月丽医⽣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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堕胎绝对不是⼀一个
选项。。。

  我的肺腑是你所造
的，我在⺟母腹中，你

已覆庇我。            
詩篇 139:13

每⼀一年，全球⼤大约有五
千万宗⼈人⼯工流产。换句
话说，⼀一天⼤大约有⼀一百
⼆二⼗十五千宗⼈人⼯工流产。 

世界卫⽣生组织
拯救⽣生命，向堕胎说“不”。

http://www.prolifegroupkuching.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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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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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护⽣生命组织 
提供免费服务如下: 

• 怀孕危机辅导和服务（严格保密） 

• 提供怀孕期间的暂时庇护所 

• 维护⽣生命，男⼥女两性关系，性⾏行为，
堕胎的公众/学校讲座 

• 维护⽣生命的展览 

电话: 082-413454 

电邮: kprolife@gmail.com 

⺴⽹网站: www.prolifegroupkuching.org 

维护⽣生命组织办公室, 
Christian Ecumenical Worship centre,  
1st Floor, Lot 2500, Jalan Stampin, 
Kuching. 

“每⼀一个未出⽣生的孩⼦子，虽然在不公
正的谴责下被⼈人⼯工流产，都拥有上帝

的脸孔。”                                                                   
法朗⻄西斯教宗  

     “堕胎没有解决问题，反⽽而杀害⼩小
孩。”                                                                   

本笃教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