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 远 期 总第 缘怨 期
20员3 年 员圆 月

南京医科大学学报渊社会科学版冤
ACTA UNIVERSITATIS MEDICINALIS NANJING渊Social Science泽冤

窑缘园怨窑

论人工生殖纠纷的类型、特征及处理原则
施姣姣 员袁姜柏生 圆袁杨

渊员援安徽医科大学人文学院袁医学人文研究中心袁安徽

合肥

京 圆员园园圆怨冤

摘

芳员

圆猿园园猿圆曰圆援南京医科大学医政学院袁江苏

南

要院随着人工生殖技术在临床上的广泛应用，
由其引发的纠纷也层出不穷。目前，我国对人

工生殖问题的立法还处于空白状态，如何解决人工生殖纠纷给司法实践带来了极大困扰。文章从
通过论述人工生殖纠纷的种类和特征，探讨人工生殖纠纷处理原则，以期
人工生殖纠纷概念出发，
为人工生殖纠纷的解决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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渊一冤医疗机构和不孕症夫妻之间产生的纠纷

生殖方式袁为人类自由选择生殖方式带来可能袁同时

不孕症夫妻渊即受术夫妻冤在接受人工生殖手术

该技术的应用也对以婚姻和血缘为纽带的传统家庭

时与医疗机构形成医患关系袁 因此他们之间就人工

伦理产生极大的冲击遥 实践中袁由人工生殖技术引

生殖技术产生的纠纷是一种医患纠纷遥 这种纠纷的

发的纠纷种类繁多袁特征显著遥 所以袁本文着重论述

发生主要有医疗机构和不孕症夫妻两方面因素遥 就

此类纠纷的类型和特征袁探讨其处理原则遥

医疗机构而言袁人工生殖技术是一项高新医疗技术袁

一尧人工生殖纠纷常见类型

必须取得相应资质袁 其在实施过程中对相关医务工
作者以及实施环境要求较高遥目前袁不少医疗机构或

人工生殖技术即人类辅助生殖技术袁主要包括

中介组织在未取得相应许可情况下袁 为了追求经济

人工授精和体外受精原胚胎移植渊包括代孕冤两大类

利益袁罔顾法纪袁非法开展与人工生殖技术相关的医

型遥 人工生殖纠纷袁顾名思义袁是由人工生殖技术的

疗活动袁由于技术和配套设施未达到相应水平袁导致

应用引发的纠纷遥 同质人工授精和同质体外受精要

手术失败的风险大大增加袁从而引发纠纷遥取得相应

胚胎移植方式下袁遗传物质全部来自不孕症夫妻袁此

资质的医疗机构在实施该技术时违反知情同意原

时父母子女关系和自然血亲下父母子女关系完全相

则袁 事先未向受术夫妻就该项技术在实施过程中存

同袁因此袁不存在父母与人工生殖子女关于权利义务

在的风险和问题进行详尽说明袁 未能充分告知受术

上的纠纷遥 若出现纠纷也多是不孕症夫妻渊即受术

夫妻在该项技术实施过程中享有的权利和承担的义

夫妻冤和实施人工生殖技术的医疗机构之间的纠纷遥

务遥如 圆园园猿 年 猿 月南京一对夫妇状告江苏省人民医

但第三方参与的人工生殖则不同袁此种方式的实施
使第三方的遗传物质进入家庭袁导致人工生殖子女
的生物学父母尧孕育母亲和社会学父母发生部分或
全部分离袁因此袁引发的纠纷较多遥 根据纠纷的主体
不同袁笔者将实践中常见的纠纷分为以下几种类型遥

院案袁原因是这对夫妇 圆园园圆 年 苑 月在该院生殖中心
进行试管婴儿手术袁 主治医师未经当事人同意擅自
更改手术方案袁最终导致手术失败 咱员暂遥 或者是医疗机
构未能严格按照操作规程进行袁 导致同质人工授精
手术变成异质人工授精手术遥 如 圆园园远 年河北一对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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妇状告河北医科大学第四医院案袁圆园园缘 年这对夫妇

则认为这种行为侵犯自己的生育权而加以反对袁双方

在该医院进行同质人工授精手术袁由于医务人员失误

会 就冷 冻胚 胎 的 处 理 问题 发 生 分 歧 遥 如 阅葬增蚤泽 诉

弄错精源袁 导致同质人工授精变成异质人工授精 遥
咱圆暂

就不孕症夫妻而言袁目前人工授精的成功率并不高袁

阅葬蚤增蚤泽 案袁 该案中 阅葬增蚤泽 夫妇在离婚前进行了体外受
精原胚胎移植受术袁后来丈夫提出离婚袁妻子希望利用

平均仅 猿园豫左右袁除医院设施条件尧医生技术水平

剩余的冷冻胚胎进行怀孕袁而丈夫坚决反对 咱缘暂遥

要影响因素遥 一般来说受术夫妻对人工生殖期望过

产生的纠纷遥 虽然最高人民法院 员怨怨员 年出台的叶关

以外袁患者自身条件渊如年龄尧子宫和卵巢冤等也是重
高袁一旦手术失败袁受术夫妻认为医疗机构未尽到义

离婚后男方对人工生殖子女拒绝履行相应义务

于夫妻离婚后人工授精所生子女的法律地位如何确

务袁侵害了其合法权益遥 基于这些原因袁受术夫妻和

定问题的批复曳明确规定袁在夫妻关系存续期间袁双

医疗机构会产生医患纠纷遥

方一致同意进行人工授精袁 所生子女应视为双方的

渊二冤不孕症夫妻之间的纠纷

婚生子女袁父母子女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适用叶婚姻

员援 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产生的纠纷

法曳的有关规定遥 但实践中夫妻在离婚后袁男方很可

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袁当事人一方反悔产生的

能会拒绝履行相应义务袁 尤其是对异质人工生殖子

纠纷遥 异质人工生殖是经过受术夫妻自愿同意的袁

女遥 如家住广州的刘女士通过异质人工授精手术产

但在人工生殖子女出生后袁一方往往会反悔袁尤其是

下一女袁后与丈夫离婚袁丈夫以女儿不是亲生的为由

男方遥 从遗传学上来说袁异质人工生殖子女与丈夫

拒付抚养费 咱远暂遥 男方认为孩子与自己没有血缘关系袁

没有血缘关系袁丈夫和孩子之间可能会缺少血缘上

让自己承担抚养义务是不公平的曰 但女方认为孩子

的亲和力遥 缺乏生育能力已经给丈夫带来了沉重打

的出生是夫妻双方协商一致的结果袁 这表明男方已

击袁加之外界施加的舆论压力袁丈夫很可能会反悔从

经承认孩子是婚生子女袁应对孩子尽抚养义务遥

而引发纠纷甚至离婚诉讼遥 如 圆园园愿 年深圳的张女

渊三冤第三方参与人工生殖产生的纠纷

士婚后多年未育袁后于 圆园园苑 年通过供精试管婴儿手

第三方参与的人工生殖主要包括捐精尧 捐卵和

术生育一子袁可丈夫却因野孩子不是自己的冶心结难

代孕三种类型遥 如今在我国捐精和捐卵实行互盲原

解袁夫妻纷争不断袁感情破裂 遥

则袁 不孕症夫妻和第三方捐赠者之间发生的纠纷尚

异质人工授精产生的纠纷遥 此种方式下出生的子女

要是代孕纠纷遥

咱猿暂

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袁妻子隐瞒丈夫擅自进行

携带的遗传物质来自于妻子和捐精者袁与丈夫不存
在血缘关系袁并且事先未征得丈夫同意袁丈夫很可能

未见报道遥因此袁第三方参与人工生殖产生的纠纷主
员援 争夺孩子抚养权产生的纠纷

很多人代孕的最初目的是为了获得报酬袁 但代

拒绝履行相应义务遥 例如麦克伦南诉麦克伦南案袁

孕者在漫长艰辛的妊娠过程中对孩子产生的深厚感

该案中妻子在丈夫不知情的情况下进行异质人工授

情往往使代孕母出尔反尔袁 违背约定要求自己抚养

精袁丈夫坚持认为未经其同意的异质人工授精等于

孩子遥 特别在基因代孕中代孕母亲和孩子存在血缘

通奸袁要求离婚 遥 当前我国法律对于夫妻关系存续

关系袁代孕者愿意放弃酬金而争夺孩子的抚养权遥对

期间袁一方未征得另一方同意擅自进行人工授精所

委托父母而言袁虽然孩子不是在妻子体内孕育袁但孩

生子女的法律地位未作明确规定遥 虽然不少学者认

子和委托父母一方存在着血缘关系曰 即便与委托父

为此种情形下袁丈夫应享有提出婚生子女否认之诉

母双方都不存在血缘关系袁但在选择代孕时袁委托父

的权利袁但此种观点未上升到立法层面袁因此不具有

母潜意识里已经把未来将出生的孩子当成自己的孩

普遍约束力袁实践中由于丈夫拒绝履行抚养义务引

子袁 对于孩子的降生无论在物质上还是情感上都做

发的纠纷也时有发生遥

好了充分准备袁当然也不会轻易放弃孩子的抚养权遥

咱源暂

圆援 离婚后产生的纠纷

因此袁 代孕母亲和委托父母会就孩子抚养权问题产

离婚后一方想利用婚姻关系存续期冷冻的胚胎

生纠纷遥如厦门一企业主张某经中介请人代孕袁代孕

进行人工生殖袁另一方反对而产生纠纷遥 这种纠纷的

者生下孩子后拒绝将孩子交给张某夫妇抚养遥 在多

产生主要是人工生殖技术下夫妻生育权发生了冲突遥

次沟通无效后袁张某不再支付孩子的抚养费袁代孕者

作为配偶权的一项重要内容袁生育权是双方共同平等

于是将张某告上法庭袁要求获得孩子野抚养费冶咱苑暂遥

行使的权利袁一方生育权的实现必须以另一方的生育
权为前提 遥 夫妻离婚后袁一方认为自己享有生育权袁
咱缘暂

有权利用离婚前的冷冻胚胎进行人工生殖袁但另一方

圆援 因代孕费用产生的纠纷

我国法律明确规定禁止代孕袁 实践中的代孕基
本上是地下交易遥代孕者和委托父母签订代孕协议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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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一词袁亲子关系成为争议焦点遥

父母支付代孕者一定的报酬遥 此种纠纷多是由代孕

渊三冤对传统家庭伦理冲击较大

过程中代孕者或胎儿出现意外而引起袁比如意外流

传统家庭模式中婚姻是产生家庭的前提袁 家庭

产袁 或者因为种种原因代孕者不得不中止妊娠等遥

是缔结婚姻的结果袁二者是统一的遥人类经过长期的

圆园员员 年在深圳做保姆的陈女士通过中介介绍成为

自然选择形成婚姻要生育要继嗣的家庭模式遥 人工

一名代孕妈妈袁在一次代孕过程中陈女士因某种原

生殖技术的应用打破了自然生殖规则袁捐精者尧捐卵

因意外流产袁 员圆 万的代孕费就此落空袁还遭到中介

者和代孕者的介入袁 造成父母角色多元化和亲子关

约定完成代孕袁他们无需支付报酬曰代孕者却认为自

矛盾不断升级袁甚至造成婚姻失败袁家庭破裂遥

近 员园 万元的索赔 遥 委托父母认为代孕者没有履行
咱愿暂

己在代孕过程中付出很多袁无法完成代孕并非出自
其本意袁自己应该得到一定补偿遥

系复杂化的局面遥实践中袁人工生殖纠纷造成的家庭
渊四冤涉及隐私和情感伤害
人工生殖一旦发生纠纷袁 当事人关于生育能力

渊四冤亲代和人工生殖子女之间产生的代际纠纷

的隐私尧捐精捐卵者关于捐赠行为的隐私尧代孕者关

此类纠纷主要基于抚养权尧赡养权和继承权等

于代孕行为的隐私以及人工生殖子女关于自己出生

问题产生遥 目前我国还未出台专门的法律对人工生

方式的隐私等都有被暴露的可能遥此外袁在人工生殖

殖问题进行规制袁人工生殖子女的法律地位仍处在

过程中袁 不论是不孕症夫妻尧 捐精捐卵者还是代孕

不确定状态袁父母和人工生殖子女之间的权利义务

者袁其在参与过程中都可能会倾注一定的感情遥发生

关系尚未有统一定论遥 特别对于异质人工生殖子女

纠纷时袁当事人之间无论谁是谁非袁他们的情感都存

和代孕子女袁其与父母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仍存在较

在受到伤害的可能遥

大争议遥父母是否应按照婚姻法的规定抚养和监护人
工生殖子女袁人工生殖子女对父母是否应尽相应的赡

三尧人工生殖纠纷处理原则

养义务袁是否享有继承权等问题悬而未决遥 这些都是

渊一冤子女最佳利益原则

亲代和人工生殖子女之间产生纠纷的导火索遥

这项原则简而言之就是选择最有利于子女生存

二尧人工生殖纠纷的特征
人工生殖技术的应用对传统家庭伦理产生了巨

和发展的主观和客观因素袁 进行综合判断从而作出
最有利于子女的决定 咱怨暂遥 该原则不仅是亲子法的基
本原则袁 现已发展成为各国处理父母与子女关系案

大冲击袁 由其引发的纠纷也不同于普通民事纠纷遥

件的最高准则遥不论在人工生殖过程中谁对谁错袁孩

基于上文对常见人工生殖纠纷类型的论述袁笔者现

子是无辜的袁 不能为了满足其他当事人的个人意愿

将其特征概括为以下几点遥

而牺牲孩子的利益遥 所以袁在处理人工生殖纠纷时袁

渊一冤纠纷当事人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不明确

应把子女最佳利益当作首要处理原则袁 综合考量各

尽管学界对于人工生殖立法研究早已涉猎袁但目

种因素袁作出对孩子最有利的决定遥

前尚未形成完整的理论体系袁在诸如代孕等法律问题

渊二冤契约至上兼顾当事人情感原则

的研究上甚至存在较大分歧遥而我国也尚未出台专门

不孕症夫妻在知情同意情况下自愿进行人工授

法律对人工生殖参与者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进行规

精或体外受精原胚胎移植的袁 发生纠纷时当事人签

制袁只能依赖于叶人类辅助生殖技术管理办法曳 尧叶人

订的协议应作为纠纷处理的首要依据遥 但人工生殖

类精子库管理办法曳和叶卫生部人类辅助生殖技术与

纠纷存在其特殊性袁 更多涉及的是当事人之间的情

人类精子库校验实施细则曳 等少数几个行政法规袁因

感伤害袁因此袁在处理纠纷时不应把法律法规当成唯

此纠纷当事人之间的权利和义务关系是不明确的遥

一标准袁而是在法律的基本框架下兼顾情理袁做到法

渊二冤以亲子关系为争议焦点

理和情理的结合遥 例如袁在代孕问题中袁如果仅依据

在人工生殖纠纷中袁以第三方参与引发的纠纷

委托父母和代孕者之间的代孕协议就将孩子和代孕

居多遥 原因在于第三方提供了精子尧卵子或子宫袁导

母亲之间的关系一刀斩断的话袁 这在法理上是难以

致孩子的生物学父母和社会学父母发生了部分或全

自圆其说的袁故不能把协议作为唯一的判断标准遥所

部分离袁使得人们对亲代和人工生殖子女的法律关

以袁在处理人工生殖纠纷时袁不能只依据当事人之间

系发生质疑遥 当前学界对于该问题所持观点各异袁

的协议袁也应考虑当事人的情感付出遥

相关理论研究也未形成完整体系袁并且我国尚未出

渊三冤遵循人工生殖技术伦理原则

台专门法律对该问题进行明确规定袁纠纷当事人各

我国颁布的 叶人类辅助生殖技术和人类精子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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伦理原则曳中对实施人类辅助生殖技术应遵循的伦

种司法现状与人工生殖的实践是极不相称的遥 在当

理原则作了具体规定遥 不难发现这些原则主要是对

前相关立法相对缺失的情况下袁 在处理人工生殖纠

实施人工生殖技术的医务工作者提出的要求袁而对参

纷时厘清其类型尧 正确把握其法律特征和处理原则

与人工生殖的不孕症夫妻及第三方而言袁这项规定可

是妥善解决此类纠纷的关键遥

能很难发挥作用遥 人工生殖是一个多方参与行为袁在
此过程中每一个参与者都应该遵循一定的伦理原则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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