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聞學研究‧  第一○九期 

2011 年 10 月 頁 121-166 

‧121‧ 

一般論文

 

 

保護誰的生命？ 
秘魯「婦女運動」公共議題的新聞框架* 

 

陳韻如** 

 

投稿日期：2010 年 5 月 18 日；通過日期：2011 年 3 月 27 日。 
 
* 匿名審查者眾多精闢意見對本研究有極大助益，特此致謝。中文撰稿有賴多人協

助，尤其陳琦華、葉懿萱、謝逸芝、郭雅萍詳盡的修改，編輯委員會的細心校

稿，讓作者受益良多。最後，謝謝王雅各和沈幼蓀的建議。 
** 作者陳韻如為台北大學社會系助理教授，e-mail: chenyz@mail.ntpu.edu.tw。 



‧新聞學研究‧  第一○九期  2011 年 10 月 

‧122‧ 

《摘要》 

本研究以 1987 至 1994 年間，秘魯報紙針對婦女運動要求

生育自主的三個相關議題（母性死亡、墮胎除罪化與家庭計

畫）來分析新聞媒體報導婦女運動公共議題的框架及其背後的

文化意涵。分析結果顯示，秘魯新聞框架展現三個文化基礎：

國家重於私領域、強調傳統女性角色、女性並非行動主體。新

聞框架所隱喻的女性形象雖無顛覆既有的性別文化，但是自主

框架的增加卻可為婦運訴求帶來新的契機。本文最後討論秘魯

經驗對台灣婦運所帶來的啟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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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婦女運動透過各種論述說服社會大眾支援其目標，設法促進社會大

眾的性別平等觀點，這些論述的傳播唯有仰賴新聞媒介的支援及報導才

能達到適當的傳播效果。媒體是社會集體思考共同問題的場域，影響大

眾對公共議題的態度與認知。但是媒體並非純粹呈現各界意見或是反應

社會事實，而是同時重新建構社會事實，型塑新的社會價值。媒體在報

導社會運動之議題時採取的框架，將深刻影響社會大眾對於此運動的觀

感及社運訴求的認同與否。 

媒體如何報導婦運之公共議題或婦運訴求，影響著社會大眾對於性

別不平等的認知、對婦運訴求的態度，並且也關係著性別平等觀念的建

立。因為新聞媒體報導除了反映既有的性別文化，也提供協商性別規範

的場域，所以探討新聞媒體如何建構婦女運動及其訴求，可幫助了解媒

體在建立性別平等社會中所扮演的角色及影響。作為議題再建構場域的

媒體如何建構婦女運動及其訴求，因而是本文關注焦點。 

婦女運動之公共議題同時具有跨時空、跨文化以及在地化的特色。

各國婦運訴求雖不盡相同，但是杜絕性暴力、追求身體自主權，女男平

等的自我發展機會等，則都是各國婦運的共同目標。各地婦運團體為了

達到這些目標不遺餘力地進行宣導、動員、抗議等工作，跨國界的婦運

交流也讓全球各地婦運的長遠目標一致，論述相近；改善性別不平等關

係因而可視為各國婦女運動的主要目標，相關公共議題的報導一方面反

應跨國界、文化的婦運訴求與論述，另方面受到在地婦運策略、新聞組

織以及社會文化背景的影響，呈現在地特色。研究各地婦女運動之報導

有助於對婦運議題發展的了解，並透過跨新聞組織或跨國比較找出共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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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議題建構機制及性別平等訴求的社會文化限制。 

目前台灣既有少數婦運以及生育自主的研究多以美國、中國、日本

經驗為參考，試圖從台灣在地脈絡探討本地婦運或生育議題建構與發展

的特色（吳燕秋，2009；賀政，2007）。本研究選擇秘魯新聞媒體對婦

運與生育自主議題的報導為研究對象，藉此進行框架分析的延伸討論並

提供另一國家的參考經驗。 

相對於台灣社會討論生育自主議題是晚近的事，拉丁美洲婦運自

1970 年代起，對於此議題投入很多力量也舉辦相當多的活動，為改變

相關政策及父權制度不餘遺力（Htun, 2003）。尤以秘魯婦運的豐富經

驗以及秘魯媒體的婦運公共議題之新聞框架研究，當可提供歐美日經驗

之外的學術研究參考，也能提供華人傳播學者研究全球婦運議題在地化

的研究資料。 

以下研究將分析秘魯報紙對婦運活動、相關政策的報導和評論文

章。本文選擇秘魯的原因有二：其一，秘魯婦運相對於其他拉美國家發

展蓬勃，故常吸引媒體關注，相關報導也較多。秘魯第一次的女性主義

團體公開抗議出現在 1973 年的選美大會上，由婦運團體「秘魯婦女解

放 行 動 」 （ Acción para la Liberación de Mujeres Peruanas ， 簡 稱

ALIMUPER）領導的抗議行動在首都利馬的希爾頓飯店前展開，批評選

美物化女性身體（Blondet, 1995, p. 258）。ALIMUPER 於 1977 年進一

步公開要求政府制訂包括墮胎合法化的婦女權益政策。由於婦運人士積

極參與跨國連結，秘魯婦運組織在 1995 年世界婦女大會時被推舉為拉

丁美洲婦女組織的領導，在拉丁美洲婦運裡頭佔有舉足輕重位置。 

選擇秘魯的第二個原因是，相較於其他拉美國家，秘魯政府在藤森

任內前期（1990 至 1996 年）提供了有利於性別平等議題的政治機會，

使得婦女運動積極進行政治遊說，推動政策改革，讓秘魯社會短短幾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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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對生育自主以及其他婦運議題有了豐富的公共討論。與生育自主相關

的議題相當多元，本研究將焦點集中於 1980 年代末至 1990 年代中期連

續出現於報紙上的三個相關主題：母性死亡活動、墮胎除罪化以及家庭

計畫。 

秘魯婦運從 1987 年就開始響應國際婦女健康大會的決議，展開以

「母性死亡」為主題的活動。1 到了 1989 年，秘魯婦運以「防止孕產婦

死亡：生命的給予是權利，生命的延續也不例外」為口號響應「五二八

行動日」（Campaña de mortalidad materna）。此議題開始受到新聞媒

體的注意和報導並成為公共衛生政策制訂的項目之一，隨著 1988 年母

性死亡議題引起多方面討論及重視，婦女運動在 1991 年刑法修改過程

中提出墮胎除罪化的訴求，其後秘魯政府在 1992 年以降低母性死亡率

作為健康政策目標，開始推廣人工避孕方法並執行家庭計畫政策

（Barrig, 1999）。 

本研究將以 1987 至 1994 年間，秘魯報紙針對婦女運動要求生育自

主的三個相關議題（母性死亡率、墮胎除罪化與家庭計畫）來分析新聞

媒體使用的框架。本研究關注媒體如何報導當地婦運及其訴求並與既有

文獻對話，反思媒體在促進性別平等觀念所扮演的角色，主要探討問題

包括：作為婦運及其反對運動的議題競爭場域與論述再現的場域，新聞

媒體如何報導婦運及其訴求？婦運之公共議題與哪些框架相關？這些框

架背後的文化意涵為何？透過報紙對不同婦運公共議題的報導找出新聞

框架背後的性別文化基礎與其變化，最後也將討論秘魯經驗對台灣媒體

與婦運的啟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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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文獻探討 

一、社會運動的框架建構 

如何控制或運用文化元素形塑出有利於集體動員的價值、觀點和論

述，一向是社運策略的重要部份，因為對於社運訴求的認同與否以及如

何詮釋所欲挑戰的目標並找出解決問題的方法，社會大眾並不容易達成

共識，使得透過有計畫的活動達到共識凝聚的「共識動員」常是社運重

要 課 題 ， 甚 至 也 有 學 者 認 為 社 運 的 共 識 動 員 其 實 就 是 媒 體 動 員

（Klandermans, 1988），而在共識動員的過程中「框架建構」以及「框

架傳播」是兩個工作主軸。 

社運透過文化符碼、社會價值、意識型態等因素的包裝重新詮釋社

會現象，可影響動員的成效。過去探討社會運動的文化層面以及論述創

造的文獻中，Snow 等人所提出的構框理論（framing theory）受到相當

關注，其研究重點探討社運如何運用論述、文化符號來促進動員並達到

目標 （Benford & Snow, 2000; Snow, Rochford, Worden, & Benford, 

1986）。 

依據構框理論，欲使個人或社會團體願意參與集體行動，需要運用

框架（frame）來詮釋社運議題才能建構共識，進而促成動員。尤其是

社會運動詮釋社會問題、指出問題癥結以及提出解決方法，都須透過適

當的、具說服力的框架來引起社會大眾的關切，使他們貼近社運理想，

認同社運目標，進而參與抗爭行動。由於意義建構過程具活動性和可變

性，如何策略性地創造社運議題或是框架乃成為社會運動策略的重要一

環（Benford & Snow, 19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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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運的框架建構如何吸引社會大眾的支持以及參與以達到預期的成

效？Snow 等人的答案是，框架的成功與否取決於是否能夠達到共鳴，

亦即框架與社會中的文化及社會價值是否得以協調並引起多數人響應。

框架引起共鳴的條件是：（一）信度（credibility），意指框架是否讓社

會大眾信服或是否與事實相符合，包括論述框架彼此間或是框架與社運

行動間是否達到一致性以及框架傳遞者的可信賴程度；（二）框架的顯

著性（salience），則指框架是否符合社會的核心價值、是否貼近個人

經驗、敘述是否真實（Benford & Snow, 2000, pp. 619-621）。 

無論是共識動員或是構框策略，社會運動研究長期關注的是社運如

何獲得文化共鳴以及社會大眾支持，藉此達到社會運動的目的，研究焦

點著重於社運的策略面向，忽略影響大眾意見的構框過程是由不同社會

政治組織共同參與、介入，亦即框架是多方互動下的產物，而新聞媒介

應是社運框架傳遞給社會大眾過程中不可或缺的一環。雖然不可否認其

他傳播管道的存在，但是電視、報紙、廣播等大眾傳播媒介當屬大眾輿

論的主要發言場域。 

社運研究雖然大量使用媒體資料來分析社運框架，但僅將媒介視為

工具卻忽視媒體傳遞社運論述或訴求過程中篩選、轉譯論述的自主性，

更缺乏對新聞組織以及工作者也為社會運動建立框架之重要論點。此

外，新聞媒體雖是社運與其他利益團體競爭以及權力關係展現的場域，

但是議題的設定與消息來源的互動讓社運的框架建構過程更為複雜。本

研究選擇社運框架策略研究所需的新聞媒介因素以新聞報導來研究婦運

議題之框架，藉此探討媒體採用哪些文化元素為婦運及其訴求建立框

架，新聞報導如何傳達婦運致力的性別平等訴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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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婦女運動、公共議題與新聞框架建構 

社會事件或婦女運動如何轉換為媒體報導的公共議題是個複雜處理

過程。換言之，新聞組織及工作者與外界或消息來源者的互動、媒介本

身的獨立性以及新聞常規在在都影響著議題由社會議題轉換為新聞議

題，進而成為公共議題的過程。 

如 Lang 與 Lang（1991）由美國水門案的報導分析指出，新聞報導

的變動幅度頗大，社會議題會相互競爭、排擠，與讀者日常生活或親身

經驗相關的議題較易採用。一旦議題進入新聞媒介且受到重視，則可吸

引更多相關議題被報導，進一步排擠其他無法連結的話題或事件。 

社會運動如何將欲討論的議題置入新聞媒介使其成為公共議題，是

社會運動的重要策略。社會運動與其他消息來源爭相進入媒介論壇，其

行動策略必須創造能夠吸引媒介注意的事件及活動。當媒介注重視覺資

料或題材的娛樂性質時，行動劇、搶眼的道具均可增加被報導的機會。

「綠色和平」（Greenpeace）組織便是成功的例子。台灣的研究則顯示

社運的街頭活動，示威、遊行較易受到媒體報導（翁秀琪，1996）；孫

秀蕙（1994）亦指出有衝突、對抗的行動或場面常被新聞媒體認定具有

新聞價值。此外，符合社會文化的框架或具挑釁意味的論述方式也易受

媒介青睞。 

一般而言，議題設定作用只能決定議題在大眾認知的重要性，但是

大眾如何理解或思考某議題則與議題建構相關。媒體透過報導形式、詞

彙選擇提供閱聽人理解議題或思考新聞故事的特殊角度，而媒介框架則

是串連新聞內容的核心概念，能夠提供事件的脈絡，並透過篩選、強

調、建構的機制告訴讀者議題的形貌（Tankard, Hendrickson, Silberm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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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liss, & Ghanem, 1991, p. 3）。綜而論之，政治人物、閱聽眾、媒體組

織、社會原有價值以及新聞消息來源都會影響議題建構過程。Lang 與

Lang（1991, p. 280-281）指出議題建構過程需要時間，且包括不同的步

驟：（一）關注某事件、人、物；（二）事件或活動必須被框架，即被

媒體報導置入公眾能夠瞭解的意義脈絡中；（三）透過修辭影響公眾對

於此事件的重要性感知；（四）必須與民眾較易理解的次級象徵扣連，

公眾才得以對該事件表達立場；以及（五）社會知名人士對該事件發表

看法能加快議題建構的速度。 

框架概念來自社會科學家相信「事實」可以有不同解釋方式。從社

會建構角度來看，框架是詮釋事件的角度，也是主觀認知、理解事件的

方式。框架存在於新聞消息來源者、新聞文本、新聞工作者、讀者以及

社會文化（Entman, 1993）。這些框架在不同場域彼此交流互動並且相

互影響，因此框架的建立是多方互動的結果。 

婦運如何被新聞媒體框架？Lind 與 Salo（2002）研究電視新聞如何

呈現女性主義以及女性主義者（婦運人士）時，曾經列出四種框架：妖

魔化、個人化、受害者化和具能動性（agency）。其研究發現，女性主

義者的相關報導，較常使用妖魔化或能動性這兩個框架。同時，新聞上

較難看見日常生活中的女性主義實踐，偏向將女性主義者放在政治領域

討論。在另一研究中，Ashley 與 Olson（1998）比較婦運團體以及反婦

運團體的平面報導，發現兩者都不受重視，雙方目的很少被報導；但是

反婦運或反女性主義人士會被型塑為有組織能力並具吸引力，婦運或女

性主義者則常被強調內部意見分歧或被批評外貌。上述兩個研究探討的

是媒體塑造婦運人士的技巧與方式。 

有關婦運報導內容的重要研究則屬 1950-1990 年代在美國三大週刊

中有關婦運議題的報導分析。Terkildsen 與 Shnell（1997）透過五大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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架（性別角色、反女性主義、女性主義、經濟權、工作權）來分析新聞

框架以及讀者的框架建構，其分屬於性別文化、婦運目標、女性主義立

場等不同面向和層次。Rohlinger（2002）在分析墮胎的爭議時將支持框

架 分 為 ： 法 律 錯 誤 、 保 險 、 民 眾 意 見 ， 全 球 姊 妹 情 誼 （ global 

sisterhood），去神秘化（demystification）；反對框架則有：下一步、

墮胎後、領養、美國（法律）的錯誤等。上述兩個研究中的框架類別都

屬不同層次，未對所設定框架找出同等可茲比較的標準。 

其實，媒介框架的結構包括了不同層次：如高層結構中的意義或命

題、中層結構中的事件、歷史、結果、歸因、評估等、低層結構的語言

使用（鍾蔚文、臧國仁、陳憶寧、柏松齡、王昭敏，1996；臧國仁，

1999，頁 34-44），不同層次之結構彼此相關。但是若同時分析不同框

架，區分不同層次或鎖定同一層次當有利於框架間的互動探討以及比較

研究。本文研究目的是探討新聞報導婦運訴求時所使用的框架是否促進

改變父權文化以及性別不平等關係，關心媒體框架結構的高層次與其對

應的社會價值、意識型態或性別文化等如何再現於新聞報導中；在推敲

報紙文章框架時也將以此為準則。 

三、框架建構的文化基礎 

Meyer 和 Staggenborg （1996）指出，當某一框架達到文化共鳴

時，任何單一運動或是組織都無法全盤掌握框架的使用與變化；易言

之，達到文化共鳴的框架有其共同社會文化基礎並非個人或組織可以隨

意改變。相同的，社會組織框架在競爭中「彼此協商，爭取意義建構的

獨佔性」（臧國仁，1999，頁 61），由此產生的媒介框架即可延伸出

涵蓋不同議題的高層次框架結構，其基礎來自於一個社會所共享的信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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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統以及核心價值。 

Goffman（1974）的框架原意指向框架是文化的一部份，甚至有部

分被制度化，而文化則代表著一套有組織的信仰、符號、隱喻、刻板印

象、價值、規範或是框架等元素，由一群人共同擁有。這些存在於個人

之外的無形因素很難由個人來改變，但這正是提供個人理解世界的重要

元素，亦是框架建構的基本元素。van Gorp（2007）指出，框架產生於

文化，由文化提供框架清單，框架則提供新聞生產以及新聞消費者間的

連結，也是個人與文化間的橋樑。 

然而，媒介的框架建構卻也能夠改變原有文化以及價值觀念。因此

Gamson（1988）指出，框架建構是以生產主流意識型態以及發展反霸

權觀點這兩個過程為核心，亦即框架基礎雖為主流文化決定，但是透過

框架創造卻能改變既有文化與價值觀。雖然文化中的框架無法由個體或

個別組織掌控也很難蒐集，但由新聞報導卻可看出框架的文化基礎

（van Gorp, 2007）。本文研究焦點將放在新聞框架所呈現的文化元素

（包括主流社會價值以及對於女性的刻板印象），並討論這些框架改變

既有父權文化的可能性。 

參、研究方法 

本研究的資料來源是「女性」（Warmi）資料庫。一九七九年隨著

秘魯婦運發展而成立的「婦女資料中心」（Cendoc - Mujer）蒐集了

1970 至 1996 年之間 48,000 則與女性相關的報紙新聞報導並集結成

Warmi 資 料 庫 。 文 章 主 要 來 自 秘 魯 三 大 報 紙 ： 《 商 報 》 （ El 

Comercio ）、 《 共 和 報 》 （ La República ） 以 及 《 秘 魯 人 報 》 （ El 

Peruano）。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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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armi 資料庫的新聞可依時間（年、月或日期）、報紙名稱、關鍵

字、索引目錄搜尋。經過不同嘗試，最後決定使用的關鍵字為：「女性

主義」、「生育」、「性＋女性」、「婦女運動」、「婦女組織」、

「女性＋自主權」、「生育權」、「墮胎」、「家庭計畫」以及「避

孕」（均為西文），搜尋時間範圍限定在 1987 年至 1994 年間。3 

本研究刪除重複的新聞文章並去掉個人事件或個人經驗的報導（尤

其是女性面臨墮胎後遺症或在公立醫院接受免費人工避孕手術後的問

題）後，留下針對婦女運動議題（母性死亡活動、墮胎、家庭計畫）的

報導以及評論文章共 151 篇，包括記者對當地五二八國際婦女健康行動

日的報導，間接透過記者描述不同人士、民間團體、天主教會代表和政

治人物在相關討論中發表的言論，新聞工作者撰寫的評論，少數的讀者

投書，婦運團體對於生育自主相關議題（人工流產刑法、家庭計畫方

案、人口政策）的聲明稿，女性主義者的報章評論等。本研究將這些報

紙刊登的文章視為經過媒介組織、新聞工作者（編輯、記者）篩選過後

的內容，從中可分析婦運公共議題的新聞框架。 

本文旨在探討 1987-1994 年中三個與生育自主相關議題之新聞框架

背後的文化基礎。研究使用 Gamson 與 Modigliani（1989）的「包裹」

（package）概念，將框架視為不同元素的組合，是一組具邏輯組織的

裝置，藉此並避免將語言、立場、社會價值、關注問題、事件等不同層

次的框架混為一談。分析架構依照 van Gorp（2007）沿用 Entman

（1993）所指的框架功能，將框架包裹中的元素區分為「推理裝置」以

及「框架裝置」。前者包括的項目有：問題定義、問題來源、責任追

究、道德評估、解決辦法，「框架裝置」則包含了論據（統計、研究成

果、法律基礎、發言人）、隱喻或刻板印象。本文將新聞文章所提及的

代表人物或發言人加入論據項目，乃因發言人的社會信賴程度或是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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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眾對於發言者的喜愛與接受程度越高，其使用的框架說服力也越高

（Grant & Rudolph, 2003）。因研究關注的是新聞框架的社會價值和性

別文化基礎，細分這些框架元素可深探框架的背後的文化意涵、支持或

反對婦運訴求的框架之間的裝置差異以及框架間的互動對話（或競爭）

關係。 

在蒐集文本後，作者從閱讀中開始蒐集可能的元素及框架，可以是

立場、標語、問題、道德批判等等。在記錄每篇報導中所出現的從不同

層次的論述後，為反覆出現的元素或論述整理出數個共同之高層次框

架。此高層次框架之設定以論述中主要所傳遞的價值、理念為主。作者

選擇兩個主軸來區分不同的框架：（一）由支持或反對婦運議題的分類

方式，釐清不同目的（立場）的文章其個別使用的框架，並找出雙方框

架競爭及共同的文化元素；以及（二）藉由框架的主要價值觀理念，檢

視秘魯報紙在報導婦運公共議題時所隱含的共同文化規範以及框架的延

伸與互通性。 

然後將每篇報導依照所找出的共同框架進行歸納，若報導中出現一

個以上的框架，以文章內的顯著框架為主，例如在母性死亡活動時期三

篇新聞文章中也可見生育自主的說法，但因不如內容中所強調的生命權

來得明顯，所以將其歸納於保護生命框架內。不同於其他框架分析研

究，本文並未為三個議題（時期）找出共同的框架，主要因為母性死亡

率、墮胎除罪化與家庭計畫雖屬相關之婦運議題，但卻又不盡相同，若

採用共同的框架分類，可採用的框架極少並將遺失多樣的原始新聞論

述。 

將每篇報導依照時期、框架分類後，各個框架內的裝置及其所包含

的項目則經反覆閱讀同一時期、同一框架之所有文本，透過統整歸納取

得。這部分僅以質性資料呈現並無統計各項目所出現的次數。本文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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旨在探討框架傳遞的文化以及社會價值觀念並討論其是否具有改變性別

不平等關係的可能，最後一節的分析是將三個時期的框架以及其所包括

的裝置項目以及其所涵蓋的文化元素進行比較與討論。 

研究僅由作者一人進行文本閱讀、編碼以及歸納之內容分析步驟，

雖可避免因多位編碼者而產生的信度問題，但卻也受限於單一個人進行

資料整理、分析，並無交互主觀性檢視文本詮釋、歸納過程中可能產生

的偏差問題，這是本研究的侷限之一。 

肆、資料分析 

一、「母性死亡」活動的報導框架（1987-1989 年） 

在 1987-1989 年這段時間內本文分析的 22 篇報紙文章顯示，「母

性死亡」這個議題具有引發其他非社運人士支持婦運訴求的效果。除了

9 篇由婦運人士以團體或個人專業領域（醫生、律師）發表的專欄文

章、宣言、新聞稿外，還包括新聞記者針對孕產婦死亡的報導專稿（5

篇）、政府衛生署官員、國會議員主張孕產婦死亡問題是秘魯社會發展

問題之一的文章（3 篇）、婦產科醫生以及婦產科協會的發言（3

篇）、以及非婦女團體的民間組織（2 篇）。 

這段期間針對於婦運提出的降低母性死亡率口號，報紙文章並未出

現反對或質疑意見。然而對如何將「母性死亡」議題框架化之觀點卻不

太相同，可歸納出三個框架（見表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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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一：秘魯報紙有關「孕產婦死亡活動」的新聞框架（1987-1989 年） 

贊成降低孕產婦死亡率 
 「發展」框架 「社會不平等」框架 「保護生命」框架 
1.推理裝置    
問題定義 ♦ 過高的孕產婦死亡

率 
♦ 孕產婦死亡發生在

窮人身上 
♦ 生產必須承擔很

大的風險 
問題來源 ♦ 國家發展落後 

♦ 醫療資源缺乏 
♦ 資源分配不均 
♦ 城鄉、階級、性別

差異 

♦ 父權制度 

責任追究 ♦ 國家、醫療單位 ♦ 國家 ♦ 社會 
道德評估 ♦ 無 ♦ 社會公平 ♦ 性別不平等 

♦ 人權 
解決方法 ♦ 婦女健康政策 

♦ 家庭計畫 
♦ 免費人工避孕 
♦ 性教育 

♦ 無 

2.框架裝置    
論據（統計

、法律依據

、發言人） 

♦ 秘魯孕產婦死亡率

♦ 與歐美的差異 
♦ 秘魯孕產婦死亡率

在南美洲排行第二

♦ 聯合國資料 

♦ 無 ♦ 墮胎人數 
♦ 聯合國的人權宣

言秘魯國家憲法 
♦ 國家人口政策 

隱喻以及刻

板印象 
 ♦ 鄉村、貧窮女性 ♦ 母親 

總篇數＝22 11 篇 5 篇 6 篇 

（一）「發展」框架 

隸屬於此類框架的文章多指出，高孕產婦死亡率之現象是秘魯一大

問題。此類框架由鉅觀角度將孕產婦死亡詮釋為國家層次問題。相較於

其他國家，秘魯的母性死亡率偏高，新聞文章將問題歸因於國家發展落

後、醫療資源不足，並建議政府應透過適當政策減少母性死亡數量以達

到國家發展標準，例如，新聞中寫道「降低孕產婦死亡率應成為新的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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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發展與進步的目標」（El Comercio, 1989.6.26）。此框架的「推理裝

置」將國家發展落後導致高孕產婦死亡率的責任指向政府以及醫療單

位，如報導中指出「缺少一個適當的衛生健康政策來保護懷孕期間和產

後的秘魯女性」，而醫療單位針對女性病患以及孕婦也「無法提供適當

的醫療服務，使得秘魯有這麼高的孕產婦死亡率」（La República, 

1989.5.27）。因此，此類框架的新聞亦表達制訂相關健康政策的必要

性。在新聞中雖以女性健康政策稱之，但其中主要還是以推動母子健康

政策，包括實施家庭計畫為主要解決方法。其中一則新聞：「世界各國

的經驗顯示，那些推行家庭計畫，同時實施促進母子健康方案的國家，

能夠降低人口成長率，並且達到社會與經濟的均衡發展」 （ El 

Comercio, 1987.5.15）。此觀點著重家庭計畫以及促進生育健康政策，

同時指出實施家庭計畫、降低出生率還可促進國家經濟發展；此類框架

對於女性生產過程中所可能遭遇的風險及其原因並無著墨，其所關注是

以發展為前提的人口與經濟成長。 

「框架裝置」主要藉由統計數字加強說服力，例如：「根據衛生署

統計，全國平均每 10,000 個分娩就有將近 30 個母親死亡。若以每年全

國有將近 725,000 個新生兒，那麼可以推算出在 1988 年有大約 2,175 位

女性因為懷孕或生產問題而死亡」（El Comercio, 1989.4.27）。此點指

出 秘 魯 和 其 他 國 家 的 差 距 ： 在 南 美 洲 ， 秘 魯 的 高 孕 產 婦 死 亡 率

（0.0027）僅次於玻利維亞（0.0039），排名第二。若與歐洲國家相

比，差距則更大，因為「歐洲的孕產婦死亡率是 1-2/100,000」（La 

República, 1989.7.6）。 

再者，多篇文章提及聯合國組織將孕產婦死亡率列為生活水平和社

會發展的指標，因為孕產婦死亡率和國家提供給孕產婦的照顧資源以及

醫療設備有直接關係，可謂藉由國際組織的權威來提升論述的合理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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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性。在五二八活動舉行的第三年，報導文章也出現政治人物呼籲政府

重視高母性死亡率以及制訂因應政策。例如有一篇文章報導國會中的女

議員不分黨派聯合要求政府針對女性制訂專屬健康政策，「針對不同的

生命週期給予適當的照顧」；如具醫學背景，曾擔任衛生部長的 Ilda 

Urizar 議員指出，政府必須用「明確的行動來減少母性死亡，因為截至

目前為止，政策只有從妊娠的觀點來看秘魯女性的健康」 （ El 

Comercio, 1989.5.21）。此種不同黨派女性政治人物進行結盟企圖解決

孕產婦死亡問題的事例，足以凸顯出孕產婦死亡問題受到社會關注。 

此類框架佔本研究新聞分析文章的二分之一，其特色在於由鉅觀層

次來討論母性死亡問題，並無探究女性懷孕生產之處境或性別問題。

「發展」框架的新聞論述反映秘魯以及多數開發中國家所重視的社經發

展問題。如何擺脫落後國家的標籤進入先進（歐美）國家的行列，已成

為秘魯社會大眾認同的努力方向，所以新聞論述中常出現秘魯與其他國

家間的比較，強調政府有責任降低孕產婦死亡率，讓秘魯能與其他南美

國家並駕齊驅。 

（二）「社會不平等」框架 

被歸類為此框架的新聞論述多強調懷孕或生產雖對所有女性來說都

有風險，但是因此而死亡者多來自偏遠地區的貧窮婦女。此類框架論述

不僅關注高孕產婦死亡率，更欲凸顯貧困之家庭（女性）承受較高的生

產風險；將社會弱勢、邊緣者之醫療資源缺乏定義為應解決的社會問

題。此框架論述和「發展」框架論述類似，關注的是鉅觀的社會經濟層

面，只是資源分配不平等成為框架建構主要論點。綜合此類框架中的報

導文章，談到的社會資源分配問題有兩大類型：（1）城鄉區域上的資

源分配不均對孕產婦死亡率的影響，例如：「越落後的省分，孕產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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死亡率越高」（El Comercio, 1989.4.27），「唯一的解決方式是達到基

本的平等…因為孕產婦的死亡對於偏遠農業地區貧窮家庭的衝擊更大」

（El Comercio, 1989.5.5）；以及（2）階級差異使得經濟能力許可的婦

女可以透過更好的醫療設備或節育方式來避免生產危險，但貧窮婦女並

無能力負擔。例如《商報》的一篇新聞指出「只有少數中上階級的人才

負擔得起（人工結紮）手術的費用。多數國內貧困的婦女並沒有這樣的

機會，因為她們沒有錢進私人診所，而公立醫院缺乏這樣的服務」（El 

Comercio, 1989.4.27）。 

數篇報導描述在缺乏適當節育方法的情況下，多數貧窮女性在一生

中必須經歷多次懷孕，使得她們的生產風險特別高。如一篇新聞所述：

「這是一連串的問題：多次懷孕、避孕方法的缺乏加上不被期待和危險

的懷孕，造成目前觀察到的高孕產婦死亡率 」 （ El Comercio, 

1989.4.27）。部分新聞的內容則指出，貧窮婦女除了無法享受應有的醫

療資源外，因為階級不平等所造成的教育問題使得貧窮的女性缺乏控制

生育的知識和工具。 

此類框架論述提出的解決方法則是由政府提供免費的人工避孕工具

以及適當的性教育；換言之，政府應有責任協助弱勢群體，透過節育政

策及性教育導彌補經濟資源缺乏所造成的生育健康問題。報紙批評秘魯

缺乏家庭計畫政策以及性教育，例如《共和報》寫道：「在我們的國家

並沒有教導學生正確的性知識，才會有這麼多不受期待的懷孕發生」

（La República, 1989.5.27），致使貧窮女性的生產風險比一般女性更

高。相較於發展框架，此類框架論述雖也關心社會鉅觀層次問題，卻明

確指出應由政府提供個人解決此問題的方法，經個人性與生育行為的改

變，才能解決此問題。 

採取此種框架的新聞論述，強調地域、階級資源差異對孕產婦死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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率的影響，並且更進一步的說明主要關鍵在於女性是否擁有控制生育之

知識及工具。此框架論述將生育自主與社會不平等問題做連結。因秘魯

社會中貧窮與貧富差異是一個社會主流論述。 

此框架的論據項目並不明顯，主要透過其他非婦運組織或醫護界人

士 對 推 廣 免 費 人 工 避 孕 的 支 持 來 增 加 框 架 說 服 力 （ El Comercio, 

1989.5.28），婦產科醫師以及助產士協會也要求讓人工避孕方式成為

「秘魯人民可採用的避孕方式」（El Comercio, 1988.6.26）。新聞論述

中貧困婦女（家庭）雖頻繁出現，但所強調的是社會群體之間的經濟不

平等問題，而非從性別觀點來看待懷孕、生產（風險）的特殊處境。 

（三）「保護生命」框架 

此框架報導佔 22 則新聞中的 6 篇，主要的問題意識是：「同樣處

於醫療設備不健全的落後國家，為什麼懷孕及生產風險僅由母親（女

性）承擔？」以新聞轉述之婦運口號為例：「因為我們要繼續活著，所

以我們上街頭抗議，在秘魯當母親是一個很大的風險，沒有人擔心我們

的健康問題」（La República, 1989.5.27）。 

關於女性因懷孕或生產而死亡的問題，新聞論述指出女性被剝奪了

掌控生育的權利，無法透過避孕節育，更無法在懷孕後拒絕將小孩生下

來，因此秘魯女性常尋求不安全的流產方式，導致多數婦女在懷孕期間

死亡的主要原因。相較於上述兩類框架缺乏性別觀點，被歸類為「保護

（女性）生命」框架的論述將問題來源指向父權社會對女性身體以及生

育的掌控，使得女性被迫在不合法、無專業醫師的情況下墮胎。如某篇

報導指出，禁止墮胎的法令無法防止婦女本身進行人工流產的決定，反

而增加婦女的生命危險：「禁止墮胎的法令導致女性為了防止不預期的

生產，而求助於一些非法的、通常未經專業順練的人工流產手術。在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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止墮胎的地區，欲墮胎的女性必須冒著生命危險（來進行這項行為）」

（La República, 1988.11.22）。 

雖然此類框架明確指出父權社會經由墮胎之法律限制控制女性生

育，但是卻無提出明確的解決方法，新聞報導中無直接的政策建議，只

間接指向墮胎合法以及家庭計畫。例如，女性應有「決定母職的權

利」、「每個人有權利建立家庭、擁有私生活、包括擁有決定生多少個

小孩的自由」（El Comercio, 1987.5.4）。母職應是自願的，一方面，不

能強迫女性接受生小孩的責任（意謂著假如需要應允許人工流產）；另

一方面，小孩應在期待中誕生（並有效地進行家庭計畫）。 

在框架裝置上，新聞論述也使用統計數據，如說明在 1986 年秘魯

共有 6,689 位女性墮胎，估計每 10 個懷孕女性就有將近 4 個接受人工

流 產 ， 高 孕 產 婦 死 亡 率 與 非 法 墮 胎 息 息 相 關 （ El Comercio, 

1987.5.11）。除了統計數據外，新聞並引用法律條文來支持生育自主的

訴求，如聯合國的世界人權宣言、秘魯國家憲法第六條以及 1985 年通

過的國家人口政策都保障每個人有組成家庭和選擇生育多少個孩子的自

由與權利（El Comercio, 1987.5.4）。 

此類框架有兩個顯著的文化意象： (1) 新聞中，不斷出現「風

險」、「死亡」，其所欲喚起的是社會對女性生育問題以及自主權的重

視；透過死亡意象來凸顯女性懷孕生產時所需承擔的問題。此外，新聞

內容也呼籲社會大眾（以及政府）應減少母性死率，以達到保護女性

（孕產婦）生命為主要目標；以及 (2) 此類新聞不斷使用母親角色與母

職的女性形象為框架裝置。如以下報導所示： 

傳統習俗一方面強調母親對於家庭和諧的重要性，另一方面卻

又剝奪她們應有的基本人權，使她們無法取得應有的資源與福利。

社會將自我犧牲的道德觀念強加在女性身上，女性為男性放棄自己



保護誰的生命？ 

‧141‧ 

的需求，只求扮演好母親與妻子的角色（El Comercio, 1989.5.5）。 

上述新聞截文以道德譴責方式，批評父權社會一方面推崇母親卻又

限制女性的權利，將女性侷限於傳統之女性角色中。就此也呼應婦運母

性死亡活動之刊物中所指：「若政府不設法改善孕產婦死亡的問題，大

眾繼續漠視孕產婦死亡的原因，那麼國家和社會對母親的百般推崇，也

只是虛偽的假象」（Red de Salud de las Mujeres Latinoamericana y del 

Caribe, 1988, p. 1）。雖然新聞報導批評社會將母親角色加諸於女性身

上，而且政府無視每年將近四萬個婦女因懷孕或生產而死亡之事實與社

會大眾對於母親的推崇相互矛盾，但是新聞中並不見顛覆女性需扮演母

親角色之說法。此類框架論述反而利用母親、母職的之性別角色來支援

論述的正當性，例如上述母職應是自願之說法。 

在這段期間的報紙文章裡並沒有出現反駁婦運的論述，至於如何解

決祕魯母性死亡問題的討論則是在 1990 年的刑法改革和 1992 年的人口

政策方案實施時，亦由婦運團體提出之「人工流產」及「人工避孕」議

題方才真正進入公共討論的高潮期。 

二、保護誰的生命？支持與反對墮胎的討論（1990-1991 年） 

母性死亡的議題隨著報章雜誌的報導而廣受大眾關注。一九九○年

刑法修改時，婦運團體以降低孕產婦死亡率為由提出墮胎合法化草案。

由於婦運團體的遊說，刑法修改委員會公開同意免除因強暴受孕而墮胎

者的處分（La República, 1990.8.6）。如 Zald 與 Ussem（1987, p. 254） 

指出，當社會運動達到目的的機會越大時，引起反對運動攻擊的機率也

越高。因此當刑法修改委員會表示願意考慮將強暴懷孕列為合法墮胎之

理由時，保守派人士和天主教會紛紛發出反對聲明。然而，隨著反對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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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的興起，引發的社會爭議相對較大，使得媒體對此報導較多，並且呈

現兩種不同立場。相對於反對墮胎的單一、強勢框架，支持墮胎的文章

出現了兩種框架：保護女性生命框架、法律無效框架，兩者各佔支持墮

胎報導的一半（見表二）。 

表二：秘魯報紙有關「墮胎議題」的新聞框架（1990-1991 年） 

 反對墮胎 支持墮胎 
 「保護（胚胎）生命

」框架 
「保護（婦女／小孩

）生命」框架 
「法律無效」框架 

1.推理裝置 
問題定義 ♦ 無法出生的嬰兒 ♦ 不預期懷孕 

♦ 非自願生產 
♦ 刑法無約束力 

問題來源 ♦ 墮胎行為 ♦ 非法墮胎猖獗 
♦ 性教育不足 
♦ 墮胎不合法 

♦ 法律與社會事實

（墮胎）不符 

責任追究 ♦ 西方女性主義  ♦ 國家政府 
♦ 父權社會 

♦ 國家政府 

道德評估 ♦ 生命 
♦ 信仰 

♦ 生命權 
♦ 個人（家庭）決定

♦ 雙重道德標準 

解決方法 ♦ 禁止墮胎（刑法處

分） 
♦ 小孩領養 

♦ 墮胎合法 
♦ 合法醫師與醫院 

♦ 改變法律 

2.框架裝置    
論據（統計

、法律、重

要發言者） 

♦ 研究成果 
♦ 國內法律 
♦ 國際人權公約 
♦ 律師協會、醫師協

會、天主教會 

♦ 墮胎死亡人數 
♦ 國際公約 CEDAW
♦ 婦運團體 

♦ 墮胎數 
♦ 律師 

隱喻以及刻

板印象 
♦ 無辜、受害的胚胎

♦ 自私的女性主義者

♦ 貧窮弱勢女性  

總篇數＝88 28 篇 27 篇 33 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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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反對墮胎：「保護（胚胎）生命」框架 

經仔細推敲反對與支持墮胎的新聞內容後，作者發現相對於支持墮

胎的多樣框架，持反對立場的新聞只有一個主要框架：「保護（胚胎）

生命」框架。此類框架將問題界定為：「許多生命因墮胎而無法誕

生」，其新聞論述主要將女性有意的墮胎行為詮釋為問題來源，並將責

任歸咎於女性主義者過度擴張自己身體擁有的權力，一如以下這篇相關

新聞報導所言：「婦女有權利掌握自己的身體，卻不能為胎兒的生命做

決定」（La República, 1990.12.20）。 

此類框架的道德評估一方面來自宗教信仰，強調生命是神所賜予，

女性身體只是神用來創造生命的工具，而非由女性自己可決定。例如

《秘魯人報》中這則新聞所提及：「我們應尊重神給予的生命，只有祂

有無限的智慧，知道這生命為何被醞釀出來 」 （ El Peruano, 

1990.7.14），藉此將生命塑造成奧秘、神聖、無法由世人理解、掌握之

現象。另一方面，保護（胚胎）生命框架的新聞論述則強調任何生命都

應受到尊重及保護，如報導國家律師協會之公開聲明，認為人工流產行

為「違反了人權的基本原則，因為在任何時期的生命都應受到保護」

（El Comercio, 1990.7.8），藉此論述賦予胚胎生命權利。 

這些新聞都將焦點放在未出生的生命上，並將維持規範墮胎行為之

刑法視為保障胚胎生命的唯一管道。女性墮胎的原因或是墮胎之處境及

其影響都不在此類框架的新聞論述範圍。 

此類框架的框架裝置分以科學研究成果以及現有法律依據來爭取社

會大眾支持。數篇報導引用科學研究成果證明胚胎生命的存在。包括

「國家天主教醫師協會」 （Asociación Nacional de Médicos Católicos）

在刊登於報紙上的反墮胎新聞稿裡，特別引用科學研究成果藉以證明人

從 卵 子 受 精 時 即 開 始 有 生 命 ， 故 胚 胎 應 受 到 法 律 保 護 （ 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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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eruano,1991.1.28）。而在法律方面則引用國際公約以及憲法條文來加

強反墮胎訴求的合法性：聯合國在 1959 年提出的兒童人權宣言、國家

憲法第二條「所有人都有生命權利…對即將出生的人也應給予同等待

遇」（El Comercio, 1990.7.21）；秘魯簽署的美洲人權公約第四項也規

定「所有人的生命權利都應受到尊重，此人權應從受孕開始就受到法律

以及一般性的保障」（El Comercio, 1990.7.17）。 

此類框架論述主要將胚胎、即將誕生的小孩塑造成無辜且比女性成

人更需要社會保護的受害者，藉此引發社會同情。例如以下新聞論述

「無論是出生之前或之後，兒童因為身心還未成熟，所以需要特別的保

護與照顧，包括應有的律法保障」（El Peruano, 1991.1.1），便將胚胎

類比為已出生之嬰兒或成長中的兒童，故需要特別的保護。新聞報導除

了「未出生嬰兒的無助」形象外，少部分文章也將支持墮胎的女性形塑

為「不符合傳統女性照顧者形象、追求個人享樂、自私的女性主義

者」，藉界定受害者與加害者來加強反對墮胎論述之說服力。 

在 33 篇反對墮胎的文章中，另一顯著之框架裝置是，其所引用的

消息來源除神職人員、教會團體外，還有社會民間團體、政治人物、專

業人士（包括醫生、律師及他們所屬的組織，如醫生協會、律師協會）

等。歷任七位司法部長也都發出反對人工流產聲明，甚至民間人權組織

也要求政府應負起保護胚胎人權的責任（El Comercio, 1990.7.14）。另

外，秘魯天主教會透過梵蒂岡擁有的國際社會網絡釐清國際知名宗教人

士也參與秘魯國內的墮胎爭論，如一則新聞刊登遠在加爾各答的德蕾莎

修女於修法前夕對所有委員發出的信函，其中呼籲「墮胎，不管是基於

什麼原因，都是破壞世界和平的最大因素，大家應有勇氣，不惜任何代

價拯救胎兒」（La República, 1991.1.26）；這些反墮胎發言人士的社會

聲望以及知名度讓保護（胚胎）生命框架更具正當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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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支持墮胎：「保護（小孩∕婦女）生命」框架 

在支持墮胎合法化的文章裡，同樣以保護生命為核心框架。此類框

架雖然問題意識與上述反對立場相同，但保護對象並非為胚胎，而是孕

產婦以及可能出生的小孩。此類框架的文章也提出另一個界定生命的視

角：生命人權「並不只是人在地球上的生存，也包括擁有整體生活的必

要條件，如食物、住家、關懷…等等」（El Comercio, 1990.7.15）；

「墮胎不是抵制胎兒的生命人權，而是為了保障她∕他的生活品質」。

此類論述試圖提出新的詮釋，改變生命為神意之意象，結合生命概念與

人類的實際生活。 

另一方面，保護女性生命的框架中的新聞報導多次引用因性侵害而

懷孕的例子，以強調若要求被強暴受孕婦女生下小孩，勢必對當事者造

成雙重傷害，例如「強迫一位女性將因被強暴而受孕的小孩生下來，不

只會謀殺她的一生，也禁錮了其個人發展的自由」（La República, 

1990.8.8），以表示不能選擇墮胎等同於生命被剝奪。 

此類框架將問題歸因於社會禁止女性控制生育、多數不預期懷孕和

非自願生產的結果，是小孩與母親的生命都不受尊重。解決的方法是應

透過人工流產合法化，讓女性可以選擇是否生育並讓墮胎手術可以在醫

生的監督下進行。 

支持墮胎的新聞報導主要著重生命的詮釋以及問題的界定，相對之

下，其他「推理裝置」項目（如因果關係的推論以及解決方法的框架元

素）並不明顯。據此，在墮胎議題的報導上持支持立場的文章主要說服

社會大眾，墮胎議題的問題設定不能只從胚胎生命角度來看，其用意旨

在反駁反墮胎報導的說法以爭取框架內容的主導權。 

在保護女性生命框架下，唯一但不斷重複出現的「框架裝置」是以

國際公約來反駁墮胎違反國家憲法保護人權的說法，因為女性自我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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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育的權利受到聯合國 1959 年通過之「消除對婦女一切形式歧視公

約」（Convention on the Elimination of All Forms of Discrimination 

Against Women，簡稱 CEDAW） 的保障（6 篇）。 

「保護（女性∕小孩）」生命的框架裝置中採用的女性形象有兩

種：其一，需要支援的「受性侵害婦女」反映著傳統刻板印象之女性弱

勢以及需要受保護的形象；其二，女性在符合社會期待從事生育工作的

角色（母職）。以下表示支持受強暴受孕女性墮胎權利的新聞中結合這

兩個女性形象： 

女性的意圖並非將一個小生命奪走，而是剛好相反，她們要防

止對家庭和將出生的小孩造成更大的傷害，因為所有的小孩都應該

在受（父母親）期待、安靜的環境下以及足夠的生存機會中誕生，

而不是在一個對她／他們充滿敵意的環境裡長大（El Peruano, 

1991.1.7.）。 

以上例子一方面表示受強暴女性的非自願懷孕對小孩、對女性都造

成傷害，同時卻也強調受性侵害女性並非不願扮演母親角色，而是身為

女性為了保護小孩未來可能遇到的困難而選擇墮胎。 

（三）支持墮胎：「法律無效」框架 

此類框架曾多次出現在報導中，主要以實際存在的墮胎行為來說明

其無法透過刑法減少或降低。此框架的問題意識是：「刑法為何無約束

力？抑或法律為何無效？」，原因在於刑法並不符合現實社會需求。由

統計數據可以明顯看出「墮胎是事實」，而「刑法處分並無法減少墮胎

行為」（El Peruano, 1990.6.15）。再者，雖然墮胎女性以及執行墮胎手

術的醫生眾多，卻很少人真正受罰，亦即此條刑法並無實質作用。此框

架論述也指出，這個現象代表著秘魯社會充斥「雙重的道德標準」（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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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ercio,1990.7.21），口頭上不允許墮胎而私底下卻接受墮胎行為的存

在；社會大眾、政府、教會只是不願意正視實際存在的墮胎行為。 

此類框架支持墮胎的論述說明「刑法造成反效果」（La República, 

1990.7.20 ） ， 「讓墮胎的成本更高，也造成違法墮胎猖獗」 （ El 

Peruano, 1990.8.15），並提出「處罰墮胎者並無法解決問題，反而讓政

府推卸應有的責任」。（La República, 1990.9.10）。這些說法都隱含著

墮胎除罪化之訴求，但是文章多僅批評既有法律，提出解決方案是修改

既有刑法，但並無明文指出女性墮胎權利為何。 

支持墮胎合法之新聞無法如反對立場文章般地引用具社會聲望之個

人或團體為消息來源。無論是保護女性∕小孩生命或法律無效框架中的

報導多以個人（記者、律師、醫生）名義發表或引為消息來源，再者即

是婦運團體。 

秘魯新的刑法於 1991 年 4 月通過，仍保留對墮胎及協助墮胎者處

兩年以下有期徒刑的刑罰，因被強暴受孕而墮胎者則可減刑為三個月。

婦運並沒有達到目的，而一開始刑法修改委員宣稱因強暴受孕而墮胎者

可以免受處罰，因此舉倍備受爭議，最後僅減刑為三個月的有期徒刑。 

三、追求生育自主的家庭計畫政策（1992-1994 年） 

秘魯雖在 1976 年制定人口政策法令並在 1985 年通過了國家人口政

策法案，將人口成長控制列為國家發展的重要政策，但有鑑於天主教會

的反對，實無真正實施方案出現。秘魯總統藤森在 1990 年上任後，為

了實現以節育政策控制人口成長並進一步達到秘魯現代化的目的，試圖

拓展家庭計畫政策。一九九二年衛生部副部長發表聲明，政府決定透過

推廣人工避孕法來降低母性死亡率（La República, 1991.9.25）。第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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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驗性的家庭計畫方案在特定地區開始實施，由醫療單位提供避孕資訊

以及免費的人工避孕方法，接著在 1994 年擴大了家庭計畫的實施範

圍。4 

相較於墮胎問題，家庭計畫所引發的爭議少了很多，因此報導篇數

較墮胎議題少（兩年內只有 41 篇）。 

表三：秘魯報紙有關「家庭計畫政策」的新聞框架（1992-1994 年） 

 支持家庭計畫 反對家庭計畫 
 「發展」框架 「自主」框架 「反帝國主義

」框架 
「自主」框架 

1.推理裝置 
問題定義 ♦ 人口問題 ♦ 不預期懷孕

（墮胎） 
♦ 歐美干涉秘

魯政策 
♦ 國家介入私

領域 
問題來源 ♦ 無法節育 ♦ 不知節育方

法 
♦ 帝國主義入

侵 
 

責任追究 ♦ 國家 ♦ 國家 ♦ 國際組織 
♦ 國家 

♦ 國家 

道德評估 ♦ 國家發展 ♦ 社會公平 
♦ 家庭意願 

♦ 國家主權 ♦ 家庭意願 

解決方法 ♦ 推行節育 ♦ 免費避孕方

法 
♦ 拒絕人口政

策 
♦ 推行自然避

孕法 
♦ 拒絕人工避

孕方法 
2.框架裝置 
論據 ♦ 人口數 ♦ 民意調查 

♦ 希望有家庭

計畫的人數

♦ 神職人員 ♦ 教會團體 

隱喻以及 
刻板印象 

 ♦ 弱勢貧窮家

庭 
 ♦ 弱勢家庭 

總篇數＝41 12 篇 17 篇 4 篇 8 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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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持家庭計畫的兩個框架，一個是由國家、社會整體角度來看待家

庭計畫的發展框架，另一則是由個人、家庭的觀點來支持節育的自主框

架。 

（一）支持家庭計畫：「發展」框架 

此類框架論述多由傳統人口政策角度提出問題：「人口問題要如何

解決？」以強調藉由減少國家總人口數以協助社會經濟發展，而透過家

庭計畫當能達到此目標，如：「家庭計畫能夠解決人口問題，平衡人口

與經濟成長」（El Peruano, 1993.07.19）。此類框架來自於傳統人口學

中馬爾薩斯（Thomas R. Malthus）的觀點：生活所須資源的生產不如人

口成長快速，因此必須控制人口成長率才能夠脫離貧窮，讓所有人享有

足夠的資源。所以報導中指出，秘魯應「按照實際的經濟、居住情況來

進行家庭計畫」（El Comercio, 1994.02.10），而非讓人口自然成長。 

此類論述的「框架裝置」是藉呈現秘魯人口成長統計以及利用歐美

國家人口逐年減少的歷史長期趨勢，來證明人口數與經濟成長的相關

性。 

（二）支持家庭計畫：「自主」框架 

自主框架論述所欲解決的問題是：不預期的懷孕以及非自願的生

產，其主因是婦女與其配偶缺乏有效控制懷孕及生產的資訊與方法，而

所造成的後果是女性必須以墮胎方式來節育。由報紙文章可見，解決母

性死亡以及降低墮胎的機率（降低墮胎及母性死亡的機率），成為支持

政府推行家庭計畫的主要論述： 

「每年有二十至三十萬次的墮胎行為發生，家庭計畫可以解決

母性死亡以及預防墮胎問題產生（預防墮胎並解決母性死亡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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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由於缺乏家庭計畫的資訊，使得很多母親走上墮胎一

途。有效避孕方法的普及可減少不預期的懷孕，進一步減少墮胎的

數字」（El Peruano, 1992.2.6）。 

此外，新聞論述也強調「每個家庭應該擁有自行決定是否生育、生

幾個小孩、間隔多久時間生育的權利」，其展現的價值觀在於強調生兒

育女是私領域議題，應由「家庭」自主決定，而人工避孕法的推行可提

升自主權與「減少不預期懷孕」。 由此可見，「自主」框架與「發

展」框架相互矛盾，但其立場卻一致支持擴大實施家庭計畫。 

此論述的「框架裝置」是利用民調數據來證明政府提供人工避孕方

法的確符合社會需求，乃因據統計，在秘魯有 70% 的婦女希望能夠控

制生育數（El Comercio, 1991.11.24）。另一方面，此論述以人權及憲法

保障為基礎來突顯家庭計畫的重要性，如聯合國的〈國際人口與發展行

動綱領〉中，各國協定選擇生養多少個小孩的自由應是基本人權；祕魯

憲法第六條也要求「政府有責任提供配偶適當的資訊以及協助，使他們

可以行使負責任的親職（ responsible parenthood ） 」 （ El Peruano, 

1992.11.25）。 

反對家庭計畫的文章較少，因此多項裝置元素不易辨識，可推測出

的框架有兩種：或由國家角度出發的反帝國主義入侵框架，或屬個人自

主框架。 

（三）反對家庭計畫：「反帝國主義」框架 

此類框架將政府即將執行的家庭計畫方案視為歐美強國侵犯秘魯國

家主權的問題，原因在於政府提供免費避孕方法以及家庭計畫宣導工作

所需資金，大部分來自國際組織或國際多邊發展合作經費。因此家庭計

畫方案是國外組織用來控制秘魯（人口）發展之工具。新聞對國際人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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救援的資源用於推行人工避孕方法、結紮、墮胎等進行道德譴責，因這

是干涉個人生育主權的行徑。推理裝置中的責任追究項目，主要指向國

際人口（發展）組織，以及接受此經費的政府。 

新聞中引用歷史經驗以及其他國家強制執行計畫生育以及濫用結紮

手術的經驗作為框架裝置。例如，一則新聞批評國際貨幣基金會以及世

界銀行提供拉丁美洲國家節育政策的資金，藉此「重新殖民拉丁美洲」

（La República, 1992.7.26）。另一則新聞也提及過去歐洲殖民秘魯的歷

史以及歐美先進國家對秘魯與原住民族群的長期剝削（La República, 

1993.1.26）。 

（四）反對家庭計畫：自主框架 

此類框架的新聞文章所設定的問題是外力干涉個人生育及身體。問

題來源是政府即將執行家庭計畫方案，強制推行人工避孕方法以及結紮

手術，影響男女生兒育女能力。一則報導指出，「教會將所有政府和其

他公家機構以任何方法干涉男女生育自由的作為，視為對於人性尊嚴和

社會正義的摧殘」（La República, 1992.11.9），其論述主要建立在反對

外力介入生育以及身體自主的概念，將身體視為神聖不可侵犯，同時排

斥任何人工及醫療技術影響生育。新聞內容反對政府推行人工避孕的同

時，也提出採用自然避孕法的好處（La República, 1993.8.3）。 

新聞欲在此框架下重新定義生育自主，反駁利用人工避孕達到控制

生育方法，指出生育自主選擇應該在不受國家政府干涉，也不需醫療科

技介入之下進行。 

此類新聞多引用天主教會、神職人員以及國會議員為消息來源。一

則新聞中引用其他國家強制女性結紮的慘痛經驗來加強框架之說服力

（La República, 1993.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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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研究發現與討論 

上一節分析了三個秘魯婦運公共議題相關報導，以下將綜觀討論這

三個議題之新聞框架的社會背景及文化基礎，並且從跨議題的比較來分

析秘魯婦運之公共議題的發展以及討論這些框架背後的性別文化是否轉

變。 

一、框架的社會背景 

從 1987 年至 1994 年的相關新聞報導彙整出的框架共有：保護生

命、發展、自主、社會不平等、反帝國主義、法律無效框架。前兩項重

複出現於兩個時期，代表其被使用的次數較為頻繁也較被廣泛接受，且

此兩個框架有其特殊社會背景。 

在秘魯的社會脈絡下，保護生命框架符合天主教會在各國的反墮胎

立場（Ferree, Gamson, Gerhards, & Rucht, 2002）。以信仰為基礎，天主

教會代表的制度性權威所強調的核心價值，在以天主教為主要宗教信仰

的秘魯社會備受重視。此外，1980 年代正是秘魯政治轉型且經歷恐怖

份 子 屠 殺 的 時 期 。 在 1982 年 恐 怖 組 織 「 光 明 之 路 」 （ Sendero 

Luminoso）興起至 1992 年其領導人被捕而瓦解的這段期間，共有三萬

人在警方與恐怖份子的暴力衝突中死亡，六千多人失蹤（Ron, 2001）。

在這樣的社會氣氛下，保護生命框架的重複出現實際上反映了秘魯社會

對於生命」亦即死亡問題的重視。 

國家發展則一直是開發中國家的主要目標。尤其在 1990 至 1996 年

的六年間，秘魯總統藤森威權政府之官方論述依賴的即是國家發展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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述。秘魯和其他受天主教影響的拉丁美洲國家一樣，長久以來政府並不

推廣人工避孕方法。5 藤森政府以建立現代化國家、促進經濟成長為

由，採威權方式進行多項改革，包括鼓勵實施人工結紮手術。新自由主

義主導藤森政府的社會經濟發展政策（Rousseau, 2006），而生育控制

與國家發展在藤森政府的計畫中息息相關，且以經濟發展為秘魯社會共

同努力目標的社會方向也反映在新聞框架。 

二、框架的文化特色 

秘魯的新聞報導中呈現的框架與其所代表的社會價值觀有三個特

色：（一）國家（公共）相較於私領域的注重；（二）框架中的女性意

象符合父權社會中的女性角色；以及（三）女性並非行動主體。 

在報導婦運所提出的生育訴求以及生育相關政策時，新聞採用的諸

種框架如國家發展、社會不平等、反帝國主義、法律無效之推理裝置關

心對象都是全體社會或國家整體問題；相較之下，關乎個人權益層次的

框架只兩個，即保護生命以及自主框架。然而，只有此後兩者框架產生

了框架爭奪的情形，分別是墮胎爭議中，兩個對立保護生命框架的競

爭，以及家庭計畫討論裡生育自主框架的辯論。由此可見，關乎國家或

社會整體層面的框架元素與內容較無爭議。 

反觀秘魯社會對個人生命、自由、自主等權益的重要性雖有共識，

但這些權益的內容為何、如何解釋、如何界定等，卻有較多討論與協商

空間。因此，母性死亡率以及家庭計畫與國家的人口與健康政策相關，

責任歸屬比較容易，新聞中也出現相近框架元素，有明顯的國家層次框

架，較少引發爭論。當墮胎被詮釋為個人抉擇層次的議題時，其引發的

爭議較多，顯見秘魯社會對於個人權益的看法較為模糊，詮釋較為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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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相較於歐美國家對於女性或胚胎權利的討論，秘魯的新聞框架以國

家（社會集體）為主要基礎。 

第二個特色是框架裝置採用的女性意象符合父權社會所期待的女性

角色。在第一個時期的母性死亡活動報導中，女性僅以具生育能力的母

親身份出現，新聞框架利用母親角色來要求政府及社會關注女性生產風

險問題。在第二個時期的墮胎爭議中，支持墮胎的保護生命框架引用的

是受強暴而懷孕的弱勢女性形象，藉此說明無法墮胎對受性侵害的女性

會造成更大的傷害。在這些框架中的女性一是符合社會期待的母親生育

角色，二是呈現需要受到保護的形象；獨立自主或希望擁有生育自決權

的女性則被反墮胎報導型塑為自私的女性主義者。 

拉丁美洲婦運長期利用母親身份取得婦女參政以及將訴求納入政策

的機會，從秘魯婦運的新聞框架可見女性的生育角色是讓性別議題得以

進入媒體場域的一個方法。Craske（1999）的研究指出，母職一直是拉

美婦運的主要框架元素，但這樣的論述框架卻使女性參政後始終扮演著

母親（照顧者）角色而難以真正進入政治決策核心。同樣，新聞報導中

以母親生育角色的框架裝置雖有助於婦運議題被公共領域中接受的程

度，但對改變不平等的性別關係則影響有限；女性持續被侷限於生兒育

女的角色而無法追求生育自主權。 

第三個新聞框架特色是女性並非行動主體。如新聞報導中的「自

主」框架並非以女性而是以家庭為主體，此點與上述國家、社會利益應

置於個人權益之上的理念相關。因為社會無法接受女性自我決定是否生

育，所以家庭計畫的報導中亦不斷以家庭為其主體。支持論述固以家庭

自主規劃生育為主要訴求，反對文章也以政府不應提供人工避孕方法來

介入私領域（家庭）的生育安排；女性身為真正孕產者的生育意願則不

在新聞報導出現。反之，家庭（包括女性的伴侶與家屬）是否可決定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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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以及如何進行卻在新聞中受到熱烈討論。 

同樣，在社會不平等框架中，性別不平等帶來的女性健康問題不若

社會資源分配不均問題來得有說服力。在秘魯，貧富懸殊以及多數人民

基本生活需求無法獲得滿足一直是大眾公認的問題所在，因資源分配不

足而造成孕產婦死亡的解釋方式也常能吸引社會大眾注意女性的健康問

題。在此，框架裝置中的文化隱喻重點是貧窮而非女性，報導中引用貧

窮孕產婦死亡的數據讓社會大眾了解中下階層女性的困境從而引發大眾

的社會正義情感。 

三、秘魯婦運公共議題的發展 

就新聞報導的數量來看，從五二八婦女健康日活動起、經過墮胎除

罪化以及實施家庭計畫的三個時期，以墮胎爭議的新聞數量最多（88

則），其次是家庭計畫討論（41 則），最後是婦運活動初期（22

則）。顯示當有相關政策決定時社會爭議亦會增加；也因同時出現對立

意見或有輸贏決定時則新聞報導才會變多。 

從三個時期的新聞框架分析可發現，自主框架逐漸成為新聞報導使

用的主要框架。簡短幾年（1987-1994 年）中，屬於私領域的生育自主

概念在著重國家發展、社會不平等、保護生命等鉅觀層次之公共關懷中

逐漸脫穎而出，對婦運訴求有相當的幫助。 

本研究無法證明自主框架的凸顯是否為社會價值觀改變以及婦運努

力的結果，但從分析中則的確可見框架轉換與敘事的延續有關：如在第

二時期，支持墮胎的文章反覆強調不預期懷孕以及非自願生產導致產婦

死亡，使得第三時期討論家庭計畫時，利用人工避孕方法預防不預期懷

孕成為支持家庭計畫的主要論述。新聞論述將懷孕和生產塑造成在生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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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的預期與計畫中進行、不受外力介入的自願行為的說法逐漸增加，所

以自主框架方能成為後期的爭議重點。 

當自主框架逐漸被採用，新聞中的論述主體也逐漸從國家、社會層

次轉變為個人與家庭。從公共議題的發展來看，框架轉變的機制為何值

得進一步探討？此乃因新聞框架的文化基礎一旦可被轉變，其對社會價

值觀、性別文化的變遷不無影響。 

新聞中引用的消息來源從一開始主要以婦運為主到第二階段的婦運

以及醫生、律師等專業人員大量出現，其實政府立場或觀點為何（尤其

在墮胎討論中）無法辨識。除了政府官員為少數消息來源外，其他消息

來源者不外乎婦運組織、民間團體、專業團體（律師、醫師或護產師

等）。僅限於墮胎爭議時期尚有以個人名義出現且多是具社會聲望或專

業人員（主要是律師和法官）。 

相對於此，台灣的優生保健法討論在早期由政府主導，後期則是醫

生專業為中心的報導（賀政，2007），秘魯的新聞反多由法律學者發言

為主要來源。此點或與報導內容有關：從第一個時期開始婦運活動報導

即已使用國際公約以及國家憲法來支援婦運訴求的正當性，而在墮胎和

家庭計畫爭議時期則無論支持或反對的報導都將法律依據視為框架裝置

中的重要論據。 

陸、結論 

一、框架分析之延伸討論 

過去在社運研究採用 Benford 與 Snow（2000）的構框理論，將框

架是否貼近大眾生活經驗、符合社會文化視為影響框架共鳴的主要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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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但在當下社會中的框架傳播仰賴新聞媒體，而社運並非唯一的消息

來源時，社運訴求如何在新聞中被框架？婦運論述如何在媒體場域中被

轉譯為可與反對立場對話的新聞框架？這些是過去構框理論忽視的媒體

影響所在。 

如文獻探討中指出，無論新聞工作者、消息來源或閱聽者的框架建

構主要來源是共享之語言、價值觀、社會規範、符號等文化基礎。但當

同一社會的框架建構文化基礎相同時，對立雙方可使用的文化元素也類

似，新聞框架的競爭如何進行？也就是「意義建構的獨佔性」（臧國

仁，1999，頁 61）如何取得？ 

本研究顯示，相同文化基礎框架的確可用來支援不同立場與意見，

尤其當有反對立場出現時，新聞報導將集中於討論對立意見的共同框

架。當公共議題的新聞報導出現顯著框架達到文化共鳴時，不同立場的

說法與報導皆會沿用相同框架來爭奪意義的主導權。本研究也發現，框

架爭奪的主要策略並非僅限於新框架的創造，從框架對話或競爭的觀點

來看，無論支持或反對的報導都有相同的社會文化基礎，辯論過程並無

法透過新的文化元素來進行框架爭奪，反而在相同的文化基礎框架中進

行推理裝置的競爭；亦即在具爭議的議題上，問題設定以及因果關係的

推論才是意義主導權爭奪的關鍵。 

如「保護生命」框架在不同立場的報導之因果推論不同。在討論墮

胎議題時，此框架是反對墮胎報導的主要框架，其推理裝置指向女性擅

自決定墮胎，使得這些已形成的胚胎生命無法出生是以必須禁止墮胎。

為反駁此說法而延伸出的支持墮胎報導也採相同框架，焦點卻由胚胎拉

回原先討論的產婦生命問題，指出墮胎不合法、性別不平等導致女性不

預期懷孕、非自願生產。 

另一例子是，自主框架在討論家庭計畫時也同時出現在支持與反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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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聞報導中。兩者雖都強調家庭生育自主的重要性，但卻對如何達到生

育自主的方法有不同想像。反對論述的推理裝置認為國家推行家庭計畫

成為妨礙生育自主權主因，然而支持論述則指出國家應推行家庭計畫才

能協助家庭進行自主的生育規劃。 

本研究結果顯示，在媒體場域中不同立場的框架爭奪是在相同的文

化、社會價值或意識型態下建立出新的推理裝置，包括問題定義與因果

關係的設定。此發現除了證明 van Gorp（2007）重視的文化因素對框架

建構帶來的侷限，但也找出 van Gorp（2007）忽略的框架競爭及意義主

導權爭奪過程的主要機制。  

另外，過去研究焦點多放在框架背後的意識型態、框架的社會文化

基礎，但框架元素的探討發現，秘魯新聞在報導婦運議題時較常使用的

框架裝置有統計數字以及法律依據兩者，較為特殊的是保護胚胎生命框

架並提出科學研究之「胚胎即生命」說法。相較於美國或台灣，本研究

發現醫生的專業看法在秘魯較少被報導，反而律師和法律依據很常被引

用，但哪些議題、新聞組織類型或社會文化傾向依賴某些類型的論據值

得未來進一步探討。 

二、秘魯經驗對台灣的啟示 

在全球化的社會，無論是婦女運動、反婦女運動、支持墮胎運動或

是反墮胎運動均為跨國性議題並受國際影響，所以各國媒體如何報導並

影響公共議題之發展值得參考比較。從上述有關秘魯婦運公共議題之新

聞框架的分析與討論有下列幾點可提供台灣傳播媒介工作者以及婦運人

士參考。 

首先，秘魯新聞報導多以法律為論據，此面向在台灣相關報導出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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較少。就新聞報導而言，未來若能加入法律層面的討論亦可讓台灣以醫

護專業為中心的生育相關報導更為多元。對婦運團體來說，透過國內法

條或國際公約可增加生育自主訴求的正當性，並且以此對國家政府進行

政策監督即遊說工作的依據。法律層次上的討論可成為台灣婦運在的醫

護專業之外追求生育自主的另個活動領域。 

其次，胚胎生命、生命權等普世價值一向是各國反墮胎運動的主要

論述框架。由本文分析之秘魯例子可知，新聞報導支持與反對墮胎的文

章藉由相同框架進行推理裝置爭奪，但「生命權」的強調並不利於理性

公共討論，因為否定任何生命都違反社會道德規範。官曉薇（2011）和

賀政（2007）的分析都顯示，「生命」相關框架已在台灣反對墮胎運動

的報導中逐漸增加。若婦運論述或報導焦點可以轉移到其他框架，應當

可提供生育自主議題更多元的討論方向並減少衝突性對話。例如，台灣

優生保健法爭論過程中有一個以女性為關懷主體的顯著框架「保護婦女

健康」（官曉薇，2011），以此框架為基礎應可創造出更多以女性為主

體、追求女性生育自主的論述。 

最後，秘魯婦運之新聞框架主體從國家、社會轉為家庭、個人，此

轉變對婦運的自主訴求帶來新的機會。框架中隱喻的傳統女性角色與形

象雖可讓婦運議題更受社會關注，卻無法顛覆既有父權文化。本研究也

再次說明媒體報導展現的傳統性別文化，無論台灣或秘魯的新聞報導從

性別平等觀點來看都還有成長空間。如翁秀琪曾經指出，在其研究的

29 年間僅取得 526 則與婦女運動相關新聞，其中有六成左右的報導

「使婦女停留在原來的位置上，不利於我國婦女角色之提升和婦女意識

之成長」（翁秀琪，1994，頁 228）。倪炎元分析報紙如何塑造台灣女

性政治菁英形象時，也指出「台灣報紙媒體所再現的女性菁英，依舊難

免於扭曲的刻板印象，也依舊難免於主流社會對女性參政的種種迷思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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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識型態」（倪炎元，2000，頁 54）。 

新聞媒體是社會集體思考問題的管道，讓報紙新聞成為多元性別觀

點、多面向、具深度及廣度的報導有利於審議民主發展。透過其他國家

研究實例的參考，可看出台灣在相同議題的新聞框架有哪些差異以及共

同特色，從中亦可反思國內新聞的報導及議題發展。本研究僅侷限於單

一國家婦運之公共議題的新聞框架分析，未來婦運議題之新聞框架跨國

比較研究、不同社會文化如何影響框架建構、相同婦運訴求如何呈現於

在地新聞，均屬值得深入探討的研究議題。 

註釋 

1 國際衛生組織針對「孕產婦死亡」，又稱「母性死亡」（Maternal Mortality）

的 定 義 是 ： 婦 女 在 懷 孕 期 間 或 生 產 過 程 以 及 產 後 42 天 內 死 亡 （ 見

http://www.who.int/healthinfo/statistics/indmaternalmortality/en/index.html）。雖然

五二八國際婦女健康行動日在 1988 年展開，但是秘魯婦運自從 1987 年參加國

際婦女健康大會後就積極推廣降低孕產婦死亡的訴求。 
2 El Comercio 是由秘魯的保守派人士主導，但對人權議題及民主高度重視，是

秘魯銷售量最大報紙，一天銷售量是 12 萬 6 千份。分為三大版：A：當日主

題、意見評論、政治、地方（利馬）、全國、世界和體育；B：經濟、財政、

生活；以及 C：文化、人物、娛樂、飲食、社會以及攝影。此報頁數視每天新

聞數量而變化，均介於 90 到 200 頁之間。La República 銷售量略少，全國一日

銷售量為 12 萬份，於 1981 年創辦，主要為左派、反對傳統勢力人士發聲管

道，平均頁數為 26 頁。El Peruano 創辦於 1825 年，是目前歷史最為悠久的拉

丁美洲報紙，亦是秘魯長期的官方報紙（Gorriti, 1993; Loayza Silva, 2007）。 
3 作者獨立進行資料蒐集、整理與分析西班牙文文本的工作，本文引用片斷係由

作者自行翻譯。值得注意的是，因本文所採用的新聞來自於資料庫，但此資料

庫並未記錄新聞版面，故所蒐集新聞文本無法得知屬於哪個版面。 
4 在藤森任期內推動的家庭計畫方案出現強制結紮和妨礙生育人權的問題，違反

了政府支持女性身體自主權的說法。由於篇幅關係，在此暫不深入討論，婦運

組織 CLADEM 對此則曾深入調查（見 Comité de América Latina y el Caribe para 
la Defensa de los Derechos de la Mujer, 1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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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在拉丁美洲和加勒比海區域，只有古巴和波多黎各兩個國家允許女性在受孕後

的特定期限內進行人工流產，其他國家則採特別指示方式，也就是須有法律允

許的原因（如孕婦生命危險，亂倫，性侵害等）才能進行墮胎（Valdivia, 
19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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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tecting Whose Life? News Framing of Public 
Issues Related to Peruvian Women’s Movement 

 

Yin-Zu Chen* 

ABSTRACT 

The study investigated how the media framed the issues of women’s 
movements in Peru by analyzing Peruvian newspaper coverage of women’s 
movement and its struggles between 1987 and 1994. The news’ frame of 
three public issues related to reproductive self-determination – maternal 
mortality rate, decriminalization of abortion, and family planning, were 
carefully studied. The results indicated three cultural elements of the 
Peruvian news frames-the importance of the nation-state, the reproduction of 
the traditional women’s roles, and the absence of woman as subject. While 
the traditional woman’s images represented in the news’ frames remained 
unchallenged, the increasing presence of the self-determination frame in the 
newspapers brought new discursive opportunities for the women’s 
movement. The frame competition occurs in the form of disputes on the 
problem definition and cause-effect deduction under the same cultural basis. 
The article also discussed implications of Peruvian experiences for women’s 
movements in Taiwan.   

Keywords: news framing, Peru, reproductive rights, women’s mov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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