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四章 產科醫療的發展（上）

母親分娩所受的痛楚，在醫學疼痛指數上高居第二，僅次於燒灼傷痛。1因此，

女性在生產過程中多半須有他人協助，或予指導，或予扶持，或予精神安慰，或在

嬰兒娩出後，處理後續事項；當然，一旦發生難產時，產婦所需的協助更不在話下。

於是，看產、接生等助產人員乃應運而生，而文明愈發展，助產人員的分工也愈趨

精細，醫療專業也愈趨明顯，產婆、助產士、產科醫師、產科醫學等專業隨之出現。

西方在亞歷山大時期，解剖學家希羅費斯(Herophilus, 344-280 B.C.)已經由解剖

屍體得知女性生殖器官之真貌；另一位醫師索拉那斯（Soranus，約活躍於公元前 2

世紀）也已對避孕、流產、產程、足位倒轉術等進行描述。儘管中世紀時因宗教勢

力龐大，產科一度誤入迷信之途，但十七世紀以後的西方產科則有長足之發展，包

括產科教育機構及產科技術（如：觸診法、轉位術、前置胎盤之處置）等，都於此

世紀先後出現；而產鉗(forceps)的發明與改良，2更促使一批比傳統產婆更為專業的

男性助產士出現，成為十八世紀歐洲貴婦生產的新選擇與新時尚。另外，十八世紀

以後，有組織的醫學團體開始投注更多心力在產科領域，促成十九世紀以後產科醫

療之突飛猛進，包括過去造成產婦高死亡率的產褥熱(puerperal fever)，於十九世紀

中後期被有效克服；3而麻醉法的發明，則使婦產外科有長足發展；再者，剖腹產

1 鄭曉薇，〈生產減痛大成功〉，《媽咪寶貝》第 39 期（臺北：2003.09），頁 31。
2 當代的產鉗(forceps)，來自於錢伯倫家族(the Chamberlens family)。17 世紀早期彼得．錢伯倫

( Peter Chamberlen, 1560-1631)看到分娩過程中，胎兒的頭部遲遲不能娩出，許多胎兒因此夭
折，甚至有些產婦也因產程過長而死亡。彼得乃創制出了一種有孔，且與嬰兒頭形相合的彎曲
狀產鉗，在分娩過程中拉住胎頭，協助胎兒娩出，挽救了許多產婦與嬰兒的生命。但錢伯倫家
族視產鉗為傳家之寶，對其嚴格保密，只在本家族代代相傳，秘密使用。直至 1670 年，錢伯
倫家族將此秘密出售給了阿姆斯特丹的露絲海西和其他醫生，產鉗才逐漸被世人所知。1720
年以後，成為醫師們常使用的一種有用的工具。參見 W.F. Bynum, Science and the Practice of
Medicine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 p. 202. Ornella Moscucci, The Science of Woman: Gynecology
and Gender in England, 1800-1929（Cambridge,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0）, p.
47.

3 1847 年奧地利人伊格納茲．塞麥爾維斯(Ignaz Semmelweis, 1818-1865)發現產褥熱與消毒不完
全有關，乃以氯水(Cl2)消毒雙手預防，結果使罹患產褥熱的婦女大為減少，由原本的 10％降
到 3.5％。可惜的是，這項發現並未在當時受到應有的重視，伊格納茲甚至因此遭受排擠，抑
鬱以終。直到三十多年後，當巴斯德(Louis Pasteur, 1822-1895)找出引起產褥熱的細菌──鏈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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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esarean Section)的改進，4也使得難產婦女的存活率大為提高；最後，十九世紀時，

產科醫師已打破只准處理難產的規定，積極介入正常的分娩過程，促使產科醫療更

趨專業化。二十世紀以後，產科鎮痛劑有極大之進展，無痛分娩法乃應運而生；另

外，此時主張回歸自然產的方式，除非萬不得已，不輕用器具，一整從前濫用產鉗

之風。5

由上文可知，西方產科之「醫療化」顯然要早於中國。6清末以降，這套思想也

逐漸傳入中國，並對中國產科發生若干影響。本文即試圖追索中國近代產科醫療化

的過程，及其對中國婦女的影響。必須說明的是，近代中國對於醫院的產科床數，

並未有確切之統計資料，而且即使有了這些硬體設施，仍須有充分人力之配合方能

成效，故本章僅就當時人數較多助產人員（穩婆與助產士）加以討論，至於西式訓

菌(streptococcus)後，才證明伊格納茲當年的學說是正確的。其後，李斯特（Joseph Lister,
1827-1912）又改善伊格納茲的洗手方式，以石碳酸（即苯酚，Phenol）來消毒傷口及洗手，
使細菌的數量更為減少，這是外科手術的一大進步。20 世紀後，此消毒法普遍實行於臨床上，
產婦罹產褥熱之人數，與之前未行消毒法的比數為 1:20。以上參見谷英，〈產後熱之原因〉，
《婦女雜誌》7:10（上海：1922.10），頁 92；陳晳堯、余玉眉主編，《當代產科及產科護理
學》，頁 4-5；Richard W. Wertz and Dorothy C. Wertz, Lying-In: A History of Childbirth in America,
p. 121. W.F. Bynum, Science and the Practice of Medicine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 pp. 205-206.

4 剖腹產(Cesarean Section)，又譯為「帝王切開術」，相傳凱撒(Julius Caesar, 100-44B.C.)係賴此
手術而產出，故有此名。但研究指出：當時此種手術僅行於死母而不及生母，而凱撒之母在生
下他之後，還活了很久，可見此說不足採信。事實上，在 18 世紀以前所有行剖腹產者，產婦
無一倖存，不是死於大出血，就是死於感染，至 1865 年剖腹產的死亡率仍高達 85%。1882 年，
德國婦產科專家 Max Sânger (1853-1903)發明利用銀線縫合子宮，大大降低死亡率，其手術方
式，就是現在所說的「古典式剖腹產術」（將子宮緃向切開的手術方式，Classical Operation）。
1919 開始改為子宮下段橫切術，此種開刀法有不易引起腸子沾黏、減少下次生產子宮破裂、
傷口恢復較快的優點。以上參見北平協和醫院馬士敦教授演講，李士偉、方石珊譯，〈剖腹產
術〉，《中華醫學雜誌》16:2-3（上海：1930.04），頁 18；陳晳堯、余玉眉主編，《當代產
科及產科護理學》，頁 317；Ornella Moscucci, The Science of Woman: Gynaecology and Gender in
England, 1800-1929, p. 141.

5 關於西方產科發展，分見汪企張，〈序五〉，收於瞿紹衡著，《增訂產科學講義生理篇》，頁
6；陳晳堯、余玉眉主編，《當代產科及產科護理學》，頁 319；Richard W. Wertz and Dorothy
C. Wertz, Lying-In: A History of Childbirth in America, pp. 1-132. Ornella Moscucci, The Science of
Woman: Gynaecology and Gender in England, 1800-1929, pp. 42-102. W.F. Bynum, Science and
The Practice of Medicine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 pp. 205-208. Jean Donnison, Midwives and
Medical Men: A History of the Struggle for the Control of Childbirth, pp. 11-189.另外，亦可參見蔣
竹山，〈從產婆到男性助產士：評介三本近代歐洲助產士與婦科醫學的專著〉，《近代中國婦
女史研究》第 7 期（臺北：1999），頁 223-238。。

6 所謂的「醫療化」(medicalization)，係指身體現象被科學化的過程。易言之，醫療化的定義是：
醫療科學的觀點擴展，以解釋更多的身體現象，並導致基於科學所發展的醫療方式（西方醫
學），成為主要的控制與醫療手段。見 Simon J. Williams, Michael Calnan edited, Modern Medicine:
Lay Perspectives and Experiences (London: UCL Press, 1996) , p. 5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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練的醫師，因人數相當少，且分科並不明確，故不在討論之列。再者，由於涉及層

面甚廣，為免篇幅過長，閱讀不易，故分為上、下兩部分。前者（第四章）探討清

末民初中國助產行業的發展與變化，後者（第五章）討論北伐成功以後，在政局相

對穩定下，國家積極介入推廣婦嬰衛生的情形。本章第一節從傳統中國婦女的求診

行為談起，進而探討其對婦女分娩之影響，以及穩婆為何能獨霸中國產房數千年的

原因；第二節則探討近代中國助產事業發展之契機，以釐清何以在傳統不受重視之

助產行業，會在近代中國發生改變之因。第三節則討論清末民初，民間及地方政府

對於新式產科醫療之提倡，包括早期之助產教育，以及訓練舊式穩婆學習西方助產

技術。

第一節 傳統穩婆

相較於西方在十八世紀即出現男性助產士接生，甚至成為上層貴婦引為時尚的

情形，中國婦女對助產人員的選擇，顯然相當保守。由於中國自古以來即有「男女

授受不親」之觀念，即使是親戚之間，尚有「叔嫂不通問」之俗，更遑論不相識的

男女。這種隔閡也出現在患病之時。儘管中國歷史上曾有鮑姑、7談允賢(1461-1556)

之流的妙手女醫，8但她們畢竟是鳳毛麟角，女病患在求診時，遇到男醫者的機率還

是比較高。所幸在宋代以前，社會對女子貞節的要求尚未十分嚴苛，故仍有不少婦

女自往男醫師處求診。9

一、穩婆存在的歷史背景

中國自宋代以後，社會上對婦女守節日益重視，迨至明代愈趨極端，尤其是上

階層的婦女對此更是堅持。10影響所及，乃造成女性有病諱醫的情況。如倪岳

7 鮑姑，名潛光(309-363)，其夫為葛洪，據云其醫術精湛。參見曾時新，〈晉代女名醫鮑姑〉，
《中華醫史雜誌》11:2（北京：1981.02），頁 75-77。

8 鄭金生，〈明代女醫談允賢及其醫案《女醫雜言》〉，《中華醫史雜誌》29:3（北京：1999.07），
頁 153-156。

9 中國歷史上雖有一些女性醫療照顧者，但其中不乏靠巫祝符咒之女巫，真正以醫術而著稱的女
醫實屬少數。相關討論，可參見李貞德，〈漢唐之間的女性醫療照顧者〉，頁 123-156。

10 相關討論，參見費絲言，《由典範到規範：從明代貞節烈女的辨識與流傳看貞節觀的嚴格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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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44-1501)之妻盧氏(1447-1480)，因丈夫公務在外，生病「卒不令醫診視」，由自

己檢視方書買藥治療。11蘇州府崑山縣人陳可樂之妻王氏(1486-1547)，年二十四守

寡，晚年患眼疾，矇矇然甚不自得。家人請醫生來，王氏拒絕說：「吾手不能與人

診視也」。12湖廣漢陽府漢川縣生員葛生楚之妻王氏，年二十而寡，嘗因病昏厥，

其子雇醫診療，王氏醒來後說：「奈何令我手為醫者持乎？」遂引刀自斷其腕。13衡

州府衡陽人王賞之妻甯氏，二十四歲守寡，曾有疾病，其子為其延醫診視，甯氏說：

「死，吾夙所甘，奈何示人手？」14上述數例雖屬極端，但即使女性病患願意就醫，

亦多是忸怩不安。北宋醫者寇宗奭就指出：

治婦人雖有別科，然亦有不能盡聖人之法者。今豪足之家，居奧室之中，處

帷幔之内，復以帛幪手臂，既不能行望色之神，又不能殫切脈之巧，四者有

二闕焉……醫者不免盡理質問，病家見所問繁，遝為醫業不精，往往得藥不

肯服，似此甚多。15

的確，對中醫而言，望、聞、問、切，乃診病四大要訣，缺一不可，但女子每因不

願意接受面診，使得醫者失去望、聞兩途，又不耐於問診，僅願以布帛覆腕令醫者

間接切脈。這些阻礙，在在使醫者難以獲得病症資訊，無法正確診斷，而病家卻反

而責怪醫者術業不精。對此，寇宗奭不免有所感嘆。成書於天啟四年(1624)的《景

岳全書》也曾引用寇宗奭之語，進一步指出：患者「不知問亦非易，其有善問者，

正非醫之善者不能也。望聞問切，欲於四者去其三，吾恐神醫不神矣。世之通患，

若此最多，此婦人之所以不易也。故凡醫家、病家，皆當以此為意。」16崇禎十三

（臺北：國立臺灣大學文學院，1998）；Charlotte Furth, A Flourishing Yin: Gender in China’s 
Medical History,960-1665, pp.139-140. Francesca Bray, Technology and Gender: Fabrics of Power
in Late Imperial China, p.312.

11〔明〕倪岳，《青谿漫稿》（臺北：中央研究院傅斯年圖書館藏清光緒間錢塘丁氏嘉惠堂《武
林往哲遺著》本），卷 5，〈哭內八首〉，頁 9a。

12〔明〕歸有光，《震川先生集》（臺北：源流出版社影印點校本，1983），卷 21，〈陳處士妻
王孺人墓誌銘〉，頁 497-498。

13〔雍正〕《湖廣通志》（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傅斯年圖書館藏清雍正 11 年刊本），
卷 67，〈列女志．漢陽府．明〉，頁 10b。

14〔雍正〕《湖廣通志》，卷 71，〈列女志．衡州府．明〉，頁 21a。
15〔宋〕寇宗奭，《本草衍義》（收入《續修四庫全書》〔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2002〕

第 990 冊，據宋慶元元年重修本影印），卷 3，〈序例下〉，頁 1a-b。
16〔明〕張介賓，《景岳全書》（上海：上海科學技術出版社據清康熙間岳峙樓刊本影印，19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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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1640)，閔齊伋為重刊《女科百問》（原刊於南宋嘉定十三年[1220]）撰序時，分

析得更是透徹：

為軒岐之言者曰：「寧醫十丈夫，不醫一嬰兒；寧醫十嬰兒，不醫一婦人。」

夫然，則女病之妨於醫，而□比於丈夫之數者，百人中不能一人耳。彼九十九

人者，何如哉？等人耳，非九十九人之難為治也。蓋醫之候病，止於四術，

而切脈為下。然望、聞、問三事，可施諸丈夫、嬰兒，而每窮於女婦。彼朱

門艷質，青瑣靜姝，罄咳莫聆，色笑誰覿，望與聞既已嫌遠矣。所恃問之一

道，而其受病也，不於牀笫不可說之地，則為悒鬱莫能喻之悰。其為證候也，

非關經產，即屬帶淋，可云某事曾否有無，某處如何痛癢，某物若為色狀？

問之則醫危，不問則病危。雖然，胡可問也？於是，病者擇言而授指嫗嬭，

嫗嬭展轉而傳語主人。主人未言，先頳其面，欲言更恧其詞。烏三變而成白，

尚有真病入於先生之耳哉？三指之下，所得幾許，又安能淺深細按，如丈夫、

嬰兒之得從容談笑以究其故也？17

經由閔齊伋所言可知，即使是透過男主人傳達妻子隱疾，有時亦感覺不自在，更遑

論女患者本人之羞赧難言。明代醫家孫一奎(1522-1619)在《醫案》中曾記載：蘇州

某婦有隱疾，其夫前來拜訪，「三造門而三不言，忸怩而去」。後又再來，話未說

而臉先紅，孫說：「今子來者四，必有疑于中，疑而不露一語，雖百來而疑終不可

決，疾終不可去矣」。他這才說：「山婦子戶中突生一物，初長可三寸，今則五寸

許矣。狀如堅筋，色赤，大可拱把，脹而且痛，不便起止，憎寒，壯熱，寑食俱減，

羞澀于言，每求自盡。」孫道此病為陰挺症，醫書具載，並非怪異之症，以藥加以

治療，大約月餘可消。其夫聽完之後，合手頂禮於地，請求開藥治之。後來孫一奎

以藥將其治癒，隔年產下一子。18女子罹患婦科疾病，透過丈夫告訴男醫，尚且來

回四次才敢道出，對女性而言，其難言之情不難猜想。

卷 38，〈婦人規上．總論類．論難易〉，總頁 637。
17〔明〕閔齊伋，〈重刊《女科百問》序〉，見〔宋〕齊仲甫，《女科百問》（收入《續修四庫

全書》第 1007 冊，據明崇禎重刻本影印），卷首，總頁 103。
18〔明〕孫一奎，《醫案》（收入《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子部第 48 冊，據明萬曆 24 年海陽黃石

孫氏有德堂家刊本影印），卷 2，〈三吳治驗二〉，頁 63b-65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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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性這種有病諱醫、尤忌於婦科求診的習俗，即使到了二十世紀初期仍然常見。

如前所述，月經在傳統社會中向為禁忌話題，即使是女性彼此之間亦甚少談及，對

於男性醫者自然更羞於啟口。民國二年《中華白話醫學報》就提到：

醫家治病，最難治的，莫若小孩的病，與婦女的月經病，因小孩有病，不會

說話，知道他那裡有病呢？可全仗著看指紋，望氣色，以辨寒熱虛實。至於

婦女的月經病，跟治小孩的病是一樣，怎麼會一樣呢……婦女雖會說話，有

了月經病，多有害羞不肯說的，月經來的多少？顏色或紫或淡？他既不肯說，

怎麼能辨寒熱虛實呢？19

出版於民國十一年的《女性養生鑑》也有類似內容：

男子有時而諱病，惟女子尤甚。蓋既未明天然生理之學，并囿於閨幃羞惡之

習，致病不自知，對醫不肯言，甚至甯病不肯醫，以病母產弱子，人種積衰，

而國亦遂以陵夷矣……吾國醫書，每敘婦女病體病理，多隱約其詞，即知之

不詳，言之不盡，醫者病者，兩各茫然，以之臨症問醫，莫不牽強附會，不

特醫治無效，或適以戕其生，則不幸甚矣。20

按照作者的分析，女子因缺乏生理知識，且囿於傳統對於婦女病理之隱諱，乃至有

「甯病不肯醫」的偏差行為，其結果不僅使母體病弱，甚至還影響未來人種及國勢，

令人憂心。至民國十七年，又有人在上海《婦女雜誌》談及此一問題：

吾國婦女，每因缺乏性的觀念，有性的疾患時，輒因羞愧，不但不延醫診治，

即自己父母亦並不告知，因循遷延，養癰成疽，其害何可勝道？21

顯然，婦女在面對生殖器的疾病時，其顧慮往往更甚於其他疾病，以致病症加深，

危害健康。

然而，罹病尚可強忍、隱諱不醫，但生產卻是多數女性一生中避免不了的責任

與天職。分娩之時，女子必須敞開產門以利生產，在此情況下，連女性病患的容貌

19 沈漢卿，〈月經〉，《中華白話醫學報》第 5 期（上海：1913.6.22），頁 7-8。
20 無病居士，〈序一〉，見郭人驥、酈人麟合著，《女性養生鑑》，頁 1。
21 珍三，〈關於婦女生殖部分的衛生常識〉，頁 31-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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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無法面視、連手腕等末端肢體都不得直接觸診的男性醫者，自然被排除在外。一

般而言，傳統中醫對於生產行為的參與，多以醫理之闡述，或醫方之開立為表現，

間或有親至現場者，多是產程遷延、難產之時，才有機會實際參與生產過程，但往

往為時已晚，22甚至有至死不願求診者。據《博醫會報》記載：1900 年前後，廣東、

福建等地的婦女即使難產，家人也不會離家求助醫生，很多產婦因而衰竭死亡。23對

此，清末已有人意識到此一問題的重要性，故當時出洋留學的女學生中，選擇攻讀

醫學者，亦不乏其人；24另外，清末中國女學堂辦學時，也有不少人建議學校開設

醫學課程，因為「女人羞見男子，凡患病者，請醫診治，往往辭不達意，以致誤事。」

若能教授醫事之理，那麼將來「產科、兒科、痘瘄」等，均可請女醫診治。25可見，

中國女學堂之所以提倡辦理醫學教育，乃立意於培養女醫，以裨女子患疾時可為之

診治。其中，又將產科列為首位，顯示出此一領域對於女醫之需求更為迫切。民國

二十八年，西醫夏慎初在回憶二十多年前中國的孕產風俗時，亦曾提及：「吾國風

俗尚於舊禮教，所謂男女授受不親者也，胎產而請男醫者，決無之事也。」26民國

十五年，北京也是「大多狃於習俗，不用產科醫生來接生，完全是使著收生婆──俗

名『姥姥』的」；27有些地方甚至還訛傳：「無論難產易產，大都不請西醫，以為

女子生產，要是男醫生看過，這人一定不會好了」。28在此情況下，同為女性、又

有生產經驗的穩婆，自然成了舊社會最佳的助產人選，此一風俗，自古已然。29

二、被污名化的穩婆

22 蔡鴻、戴芳淵，〈關於孕婦及產婦的忠告〉，頁 17-18；李貞德，〈漢唐之間醫書中的生產之
道〉，頁 573。

23 何小蓮，《西醫東漸與文化調適》，頁 142。
24 光緒年間，已有少數女性至日本習醫。見周一川，《近代中國女性日本留學史(1872-1945)》
（北京：社會科學出版社，2007），頁 60。

25〈會議女學章程問答〉，《新聞報》，1897 年 11 月 19 日；轉引自夏曉虹，《晚清與近代中國
女性》，頁 22-23。

26 夏慎初，〈序〉，收於瞿紹衡編，《產科學講義》（上海：生生醫院，1939），頁 1。
27 芸子，〈吾鄉的生產風俗．北京〉，頁 1173。
28 傅逸，〈吾鄉的生產風俗．福建閩侯〉，頁 1185-1186。
29 參見李貞德，〈漢唐之間的女性醫療照顧者〉，頁 126-131；衣若蘭，《三姑六婆──明代婦
女與社會的探索》，頁 57-65；梁其姿，〈前近代中國的女性醫療從業者〉，收入李貞德、梁
其姿主編，《臺灣學者中國史論叢‧婦女與社會》，頁 355-3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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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穩婆」即「產婆」，30她們在中國的起源甚早。自漢代以來，已有「乳醫」

或女性醫療照顧者行看產之職，31宋代稱為「蓐母」、「助產」、「產媼」、「坐

婆」，明人則多稱為「穩婆」、「老娘」，江淮之間，亦有稱為「收生婆」、「接

生婆」者；32北京又稱為「姥姥」，33綏遠則喚為「老娘婆」，34其名稱不一而足。

元初趙素將穩婆列於「三姑六婆」之中，為古代婦人常見的職業之一。其後，或因

這些「姑」「婆」不知自愛，或因同業之間互相競爭，「三姑六婆」成為士大夫筆

下「搬弄是非」、「道人長短」的代名詞。35明代小說《金瓶梅》就曾對穩婆做生

動的描述：

我做老娘姓蔡，兩雙腳兒能快。身穿恠綠喬紅，各樣鬏髻歪戴。

嵌絲環子鮮明，閃黃手帕符攥。入門利市花紅，坐下就要管待。

不拘貴宅嬌娘，那管皇親國太。教他任意端詳，被他褪衣剅劃。

橫生就用刀割，難產須將拳揣。不管臍帶包衣，著忙用手撕壞。

活時來洗三朝，死了走的偏快。因上主顧偏多，請的時常不在。36

透過作者的生花妙筆，穩婆穿紅戴綠、唯利是圖、穿門踏戶的「三姑六婆」形像，

躍然紙上。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文中對於穩婆的「專業」，多是以粗暴的負面動作

加以形容，多少反映出時人對於穩婆的厭惡與不信任感。現實生活中，士人針對穩

婆的攻訐也不少，除了經常被批評的好利之外，穩婆常利用接生的機會，盜取胎衣

販賣。更有甚者，穩婆還經常是溺嬰的實際執行者，故清人鄭光策(1759-1804)稱她

30 近代中國對舊式助產女性之稱呼，以「穩婆」及「產婆」最為常見；另外，有相當少數的人，
因受日本之影響，亦有將「助產士」稱為產婆者。本文為求區分，除引文外，行文中對於傳統
未受教育之舊式助產人員，一律稱為「穩婆」及「產婆」；民國 17 年以後，則依當時政府之
規定，將受過新式訓練、且考試合格的穩婆，改稱「接生婆」。至於受西醫學正規助產教育者，
一律以「助產士」名之。

31 李貞德，〈漢唐之間的女性醫療照顧者〉，頁 126-131。
32 以上參見衣若蘭，《三姑六婆──明代婦女與社會的探索》，頁 57-65。
33﹝清﹞待餘生，《燕市積弊》，「姥姥」條，頁 55。
34 齊樂山，〈吾鄉的生產風俗．綏遠新城〉，頁 1199。
35 衣若蘭，《三姑六婆──明代婦女與社會的探索》，頁 159-160。
36﹝明﹞笑笑生撰，童淑蔭編校，《繡像金瓶梅詞話》（臺北：雪山圖書有限公司據萬曆本點校，

1993），第 30 回，〈來保押送生辰擔．西門慶生子嘉官〉，頁 4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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們「其心甚忍，而其手甚毒」；37直到民初，仍有人呼籲產家，必須謹慎防範穩婆

暗中進行「墮胎、換子、殺兒」等「喪害天理」之事。38可見，傳統穩婆的社會地

位與評價並不高。然而，在重視生育及缺乏有效節育的傳統社會中，生產乃是社會

上常見之事，在男性醫者被排拒的分娩場域裡，穩婆乃成為生產過程中不可或缺之

一員。因此，接生時產家多半對她們頗為尊重。事實上，一些經驗豐富的穩婆，其

實際接生技術，可能要比僅止於紙上談兵、無緣參與臨床助產工作的男性醫者高出

許多。39而一名有經驗且聲譽良好的穩婆，其收入可能相當不錯。《金瓶梅》中就

提到：為李瓶兒接生的蔡老娘，其報酬為五兩銀子與一疋緞子。40明萬曆年間，王

同軌也曾在《耳談類增》中提及：當時穩婆收生，產家除了給予金錢外，有時也會

餽贈衣物。41清人范祖述在《杭俗遺風》（成書於同治二年，1863）所記載的穩婆，

其收入更是豐厚：

杭州之收生婆生意，莫好於大井巷之施老大房，環翠樓之施老二房。家中雇

用長班，穿吃不異大家，抬往人家收生，穿綢著緞，金簪金鐲，生意忙冗，

只來一轉，留下副手，又往別家去矣。42

文中的施老二房，不僅衣綢簪金，家中還雇有跟班，出外接生時，排場也大，不以

步行，由專人抬去。臨到接生，又因生意繁忙，故施產婆本人僅是到場轉轉，其餘

雜事則交給副手處理。民國十五年，杭州洪如嵩補輯《杭俗遺風》時亦提及：

余生也晚，施婆之事，吾不得而知，三十年來，杭州最著名者，為城頭巷之

陳婆婆，其舉動闊綽，不下於施。43

37 衣若蘭，《三姑六婆──明代婦女與社會的探索》，頁 165-166、175。
38 張三丰仙師著，《張三丰神秘奇書》（臺北：進源書局據民國甲子年〔1924〕年石印本影印，

1993），頁 69。
39 衣若蘭，《三姑六婆──明代婦女與社會的探索》，頁 62。
40﹝明﹞笑笑生撰，童淑蔭編校，《繡像金瓶梅詞話》，第 30 回，〈來保押送生辰擔．西門慶
生子嘉官〉，頁 443。

41﹝明﹞王同軌撰，《耳談類增》（收入《續修四庫全書》﹝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2000﹞，
子部第 1268 冊，據明萬曆 31 年唐晟唐昹刻本影印），卷 43，〈收生者施婆〉，頁 9b。

42﹝清﹞范祖述撰，﹝民﹞洪如嵩補輯，《杭俗遺風》（上海：上海文藝出版社點校本，1989），
「收生」條，頁 103。

43﹝清﹞范祖述撰，﹝民﹞洪如嵩補輯，《杭俗遺風》，「收生」條，頁 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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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見，穩婆經營得道，不僅可以糊口，甚至可以富家，的確是舊時婦女們一項不錯

的職業選擇。

當然，並非所有穩婆的收入，都能與上述的施產婆與陳婆婆相提並論。事實上，

想要在中國成為一位開業穩婆，似乎相當簡單，「民國以前，舊式產婆只需三人以

上之保證便可領單開業」；民國以後，則改為「除三人之保證外及視其有無殘疾外，

仍無考試之規定」。44在此情況下，只要本身具有生產經驗，有些年紀的女性，基

本上都有成為穩婆的機會，故其競爭者應當不少。歷代醫籍對於產家選擇穩婆的建

議，多半僅止於「熟事」、「年高性和善」、「老練」、「老成有識」，45或是「年

之中壯而有力者」，46前述的《杭俗遺風》也說：「（穩婆）要以年老婦人充當為

相宜，取其有耐性而多經歷也。」47這些建議多以經驗閱歷之多寡，以及身體是否

強壯作為穩婆之選擇標準，至於是否必需具備醫學知識則鮮少提及。而民間在選擇

穩婆時，也多半是以「給誰家接生過」，或「手腳夠不夠麻利」、「手腳穩不穩」

等作為選擇的標準。48

另外，這種只重臨床實際經驗，而不重學識的情況，可能也和穩婆的出身有關。

中國一向將胎產視為天然，不需特別照護，再加上傳統社會多視生產為「污穢」之

事，連帶也使得穩婆被視為「卑污下賤」之行業，49民間更有將接生稱為「髒活」

者，即使是農村少女亦不肯學此行業，「她們認為這是卑賤的」。50除了親友之間

彼此幫忙接生之外，一般中上婦女少有人以此營生。因此，「穩婆均係下流社會中，

44 楊崇瑞，〈產科教育計畫〉，頁 63。
45 以上參見﹝宋﹞朱章輯，《衛生家寶產科備要》，卷 3，〈論欲產并產後〉，頁 29；﹝明﹞
朱橚等編，《普濟方》，卷 16，〈坐月門．將護孕婦論〉，頁 2；﹝明﹞陶本學，《孕育玄機》，
卷下，「生產事宜」條，頁 91。。

46﹝清﹞林蘇門，《邗江三百吟》（揚州：廣陵書社，2003），卷 5〈周摯情文〉，「接生揀中
年壯婦」條，頁 201。

47﹝清﹞范祖述撰，﹝民﹞洪如嵩補輯，《杭俗遺風》（上海：上海文藝出版社點校本，1989），
「收生」條，頁 102-103。

48 馬羽飛、程國明，〈打碎把婦女變為生育機器枷鎖〉，《發現廣州》第 14 期（廣州：2006.05.18），
網址如下：http://www.nanfangdaily.com.cn/southnews/tszk/nfdsb/gzzz/fxgz/200605180623.asp。

49 瞿紹衡，〈序〉，收於《上海市惠生助產學校重建新校落成紀念特刊(1935)》（上海：上海檔
案館藏，檔號 Q235-3-461-40），頁 1。

50 鄧志波，〈談談鄉村婦嬰衛生〉，《第一助產學校十週年紀念冊》（北平：第一助產學校，
1939），頁 1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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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媼或中年婦任之」，51且通常都是姑媳、母女相傳，靠的是多年的經驗。一旦她

們以此為專職，則多半會在自家門口掛個小木牌，上面寫著「某氏收洗」字樣。52清

人林蘇門(1748-1809)在《邗江三百吟》中就提及，當地穩婆的「收生堂」前懸有小

牌，以便產家可以知其所在，「一到臨盆忙叫喚，攸關人命在拳拳」。53林蘇門的

記載，點出舊時人們臨盆時，叫喚穩婆的匆忙模樣，同時也透露出穩婆是一項具有

急迫性、且攸關人命的良心事業。這種情形，從清末民初北京「姥姥」的招牌，更

容易理解。她們通常在「門口兒掛著個小幌子，上寫『快馬輕車，某氏收洗』」，54

以顯示出她們接生時的快捷性。有時，則寫上「吉祥收洗」等字樣，55不僅圖吉利，

可能也有暗示其過去接生順產紀錄的用意。正因為生產乃攸關婦嬰母子生命之大

事，因此光緒年間的法律曾規定：「凡業經懸牌行術之醫生或穩婆，無故不應招請

者，處十圓以下五圓以上之罰金」；56另外，由於接生之時，穩婆不免穿門踏戶，

深入家宅，可能因而獲知某些私人秘密，為保護產家之名譽及隱私，清末律令也規

定：穩婆若有「無故而漏洩者，處五等有期徒刑，拘留或一百圓以下罰金。若無故

而公表者，處四等以下有期徒刑、拘留，或三百圓以下罰金。」57

三、穩婆的接生手法

關於穩婆實際接生的情形，歷來少有記載，因為生產本來就是極為隱私之事，

一些地方「生產時除掉自家人外，絕對不告訴給任何人知道，怕的是多使一個人知

道，會多耽擱一個時辰」；58更何況，過去生產原就被視為是污穢之事，故實際參

與生產過程者，多為穩婆等不識字之婦女，所留下的資料自然有限。《金瓶梅》中

曾描述李瓶兒生產時，穩婆「收拾孩子，咬去臍帶，埋畢衣胞，熬了些定心湯，打

51 張三丰仙師著，《張三丰神秘奇書》，頁 68。
52 馬羽飛、程國明，〈打碎把婦女變為生育機器枷鎖〉。
53﹝清﹞林蘇門，《邗江三百吟》，卷 5〈周摯情文〉，「接生揀中年壯婦」條，頁 201。
54﹝清﹞待餘生，《燕市積弊》，「姥姥」條，頁 55。
55 李濤，〈北平醫藥風俗今昔談〉，頁 780-781。
56﹝清﹞劉錦藻撰，《清朝續文獻通考》（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7 ），卷 119，〈職官考．
民政部．覈定違警律〉，頁 8798。

57﹝清﹞劉錦藻撰，《清朝續文獻通考》，卷 246，〈刑考五．刑制．刑律草案〉，頁 9914-2。
58 陳佩蘭，〈談談貴州鄉村地方的婦嬰衛生〉，《第一助產學校十週年紀念冊》，頁 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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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李瓶兒吃了，安排孩兒停當。」59這些故事情節，透露出生產過程中，穩婆主要

的工作除了助產外，還包括後續的斷臍、埋胞、給藥等動作。然而，其敘述內容畢

竟還是屬於產後階段。其實，在產科醫療尚未十分發達的傳統社會中，生育是一件

極為凶險之事，一般婦人「輒視產事為絕大之隱憂和痛苦」，60廣東甚至還有「生

仔如見閻羅王，隔張紙」的說法。61因此，一些和生產有關的迷信乃隨之產生。除

了產婦的家人在分娩時必須焚香祈禱外，許多地方的穩婆，也是自踏入產家之後，

即開始執行種種儀式。民國十五年，浙江鄞縣的習俗是穩婆一到產家，先到廚房執

香祭拜灶君，祈求生產平安，走進產房後，又立刻把房內的櫥門、抽斗都打開，「以

為這樣一來，產門便大開了。」62紹興縣的穩婆也是先到灶間去，摸著筷筒獨自喊

三次「快生快養」，然後才進產房。63而順天府永清縣的收生婆，則在嬰兒未出生

之前，用手巾把孕婦的眼蒙上，因為「生產時屋裡有神鬼，別人誰也看不見，除了

孕婦以外。若是不把眼蒙上，則必見鬼而死。」64

在進行完這些儀式後，較為謹慎的穩婆進入產房，大抵先向產婦診脈，以檢查

是否真正已屆分娩時機。65一旦確認產婦即將分娩，往往開始投藥催生，甚至有連

服三、四劑者。66通常，當產婦開始陣痛時，不管子宮口開全與否，便先把灰撒在

地上，以免血污流溢滿地。67等到產婦破水之後，穩婆乃開始不停地用力推擠，或

按摩產婦的肚子，以協助胎兒娩出。68在生產過程中，有時產程甚長，為免產婦體

力不繼，穩婆還必須判斷何時該給產婦進食，以補充體力。69等到胎兒及胎盤均娩

出以後，其最重要的工作則為「斷臍」，有些地方又稱為「摘臍」；多數的穩婆都

59﹝明﹞笑笑生撰，童淑蔭編校，《繡像金瓶梅詞話》，第 30 回，〈來保押送生辰擔．西門慶
生子嘉官〉，頁 443。

60 吳昌漢，〈吾鄉的生產風俗．河南信陽〉，頁 1177。
61 方靖，〈中國近代第一所女子醫學院──夏葛醫院〉，《廣州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1:3
（廣州：2002.03），頁 48。

62 王光，〈吾鄉的生產風俗．浙江鄞縣〉，頁 1187。
63 許言午，〈吾鄉的生產風俗．浙江紹興〉，頁 1189。
64 言如，〈吾鄉的生產風俗．京兆永清〉，《婦女雜誌》11:7（上海：1926.07），頁 1176。
65 王光，〈吾鄉的生產風俗．浙江鄞縣〉，頁 1187。
66 何承湛，〈吾鄉的生產風俗．江蘇青浦〉，頁 1180-1181。
67 陳佩蘭，〈談談貴州鄉村地方的婦嬰衛生〉，頁 122。
68 齊樂山，〈吾鄉的生產風俗．綏遠新城〉，頁 1199-1200；陳佩蘭，〈談談貴州鄉村地方的婦
嬰衛生〉，頁 122。

69 許言午，〈吾鄉的生產風俗．浙江紹興〉，頁 11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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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以未經消毒的竹篦、70「破瓦锈剪」，71或甚至用指甲將臍帶自胎盤根部剪斷，將

臍帶自作結，然後使用草紙灰或肉桂膏藥貼之，72也有用蘄艾包上的。73至於洗兒的

工作，也是穩婆包辦，有些地方是產後立即洗浴，74有些地方則是產後三日方才入

浴，名曰「洗三」或「洗三朝」。75還有，胎盤的後續處理，似乎亦多交給穩婆，

普通穩婆多是將之丟入廁中，但亦有脫售與人作藥的，即所謂的「紫河車」。76當

然，也有遵循傳統埋胞的習俗，有的將之裝入甏中，稱為「胞甏」，藏在產婦床底

下，77或是埋在地底下，以免貓狗攫食，影響嬰兒成長。78

第二節 西醫衝擊下的穩婆

自晚清以來，西方醫學知識及醫療組織，已跟隨傳教士的腳步登陸神州，透過

自下而上的路徑，由普通民眾逐漸滲透到上層菁英，成為中醫強勁的競爭對手。79

一、 醫學改良與醫學救國

同治四年(1865)京師同文館開始增設醫科，聘請傳教士德貞(D. Dudgeon)主講解

剖生理。80同治十一年(1872)，《申報》也有〈醫論〉稱頌西醫對於五臟筋骨、耳目

各孔、陰陽等竅，「無不詳辨其形，細察其隱，以觀其受病之處，以究其得病之原。」

81晚清士大夫認同西醫者，也不在少數。光緒三年(1877)，榮祿(1836-1903)的腰部患

70 俞松筠，《助產士職業倫理學》（上海：中德醫院出版部，1939），頁 68。
71 俞松筠，〈本校創立之經過〉，見《私立中德高級助產學校十五週年紀念刊(1940 年)》（上
海：上海檔案館藏，檔號 Q235-3-464），頁 2。

72 王荷卿，〈吾鄉的生產風俗．安徽績溪〉，頁 1184；陳佩蘭，〈談談貴州鄉村的婦嬰衛生〉，
頁 123。

73 青青，〈吾鄉的生產風俗．貴州〉，頁 1198。
74 吳昌漢，〈吾鄉的生產風俗．河南信陽〉，頁 1178。
75﹝清﹞待餘生，《燕市積弊》，「姥姥」條，頁 55。
76 王荷卿，〈吾鄉的生產風俗．安徽績溪〉，頁 1184。
77 許言午，〈吾鄉的生產風俗．浙江紹興〉，頁 1189。
78 日月，〈吾鄉的生產風俗．雲南騰衝〉，頁 1196。
79 何小蓮，《西醫東漸與文化調適》，頁 7-8。
80 張大慶，《中國近代疾病社會史（1912-1937）》，頁 62。
81〈醫論〉，見《申報》，同治 11 年 4 月 17 日，第 1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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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癭瘤，疼痛不已，幸獲德貞診治而癒，榮祿乃大讚其「醫術精進」。82光緒五年(1879)

李鴻章的夫人病危，經漢醫十七人診治而「病益沉重」，乃「幡然變計」，延請西

醫治療，不久霍然而癒。83此後李鴻章一生推崇西醫，翁同龢(1830-1904)和張佩綸

(1848-1903)均曾說他「篤信洋醫」；光緒十四年(1888)，李鴻章更在天津創辦北洋

醫學堂，成為中國第一所官辦西醫學校。84另外，晚清著名的桐城派大家吳汝綸

(1840-1903)，也肯定西醫「理精鑿而法簡捷」，除非是「癆瘵痼疾」，否則「決無

延久不瘥之事」。85鄭觀應(1842-1922)更稱讚西醫「實事求是，推念病源，慎重人

命之心，勝於中國之漫無稽考」；尤其是西醫對於人體生理，如臟腑、筋絡、骨骼

關節，以及藥性病源等，均考察有素，務求真確，中醫實是難望項背。86

西醫精確的理論與具體的療效，很快就受到尋求救國之道的知識分子所注意，

「醫學救國」的思想因此出現在維新人士的言論中。光緒廿三年(1897)，梁啟超就

在〈醫學善會敘〉中，將醫學視為「世界文明之極軌」，認為醫學與民眾關係至甚，

「故言保民必自醫學始」。他又進一步指出：中國雖有四萬萬人口，但因中國醫學

衛生落後，故「稟賦日薄，軀幹不偉，志氣頹靡，壽命多夭」，倘若再「不求保種

之道，則無以存中國。保種之道有二，一曰學以保其心靈，二曰醫以保其身軀。」87

同年，劉楨麟在〈富強始於衛生論〉一文中也說：「欲治天下，必自治國始，欲治

國必自強民始，欲強民必自強體始。強體之法，西人醫學大昌，近日駸駸乎進於道

矣。」88在晚清士大夫的大力宣傳下，社會上出現一股研究西醫與醫學改良風潮，

許多地方都出現「醫學研究會」、「函授新醫講習班」、「自新醫學堂」等組織，

各種介紹西醫知識的文章也經常出現在報刊雜誌。中國本有「不為良相，便為良醫」

之觀念，醫學救國的思想乃隨之擴散，連中央也逐漸關注此事。89光緒二十四年

82 郝先中，〈晚清中國對西洋醫學的認同〉，《學術月刊》2005:5（上海：2005.05），頁 74。
83〈西醫神技〉，見《申報》，光緒 5 年 7 月 13 日，第 1 頁。
84 李傳斌，〈李鴻章與近代西醫〉，《安徽史學》2001:3（合肥：2001.03），頁 22。
85 吳汝綸，《桐城吳先生尺牘》（濟南：山東教育出版社，2006），卷 1，〈答蕭敬甫書〉，頁

58。
86 鄭觀應著，王貽梁評注，《盛世危言》（鄭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98），頁 243-244。
87 梁啟超，〈醫學善會敘〉，頁 68、70。
88 劉楨麟，〈富強始於衛生論〉，《知新報》（上海：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1996），第 39
冊，頁 1b。

89 廖育群，《歧黃醫道》（瀋陽：遼寧教育出版社，1991），頁 259、2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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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98)，德宗下諭創設京師大學堂時，亦曾提及：「醫學一門，關係至重，亟應另

設醫學堂，考求中西醫理，歸大學堂兼轄，以期醫學精進。」90光緒二十八年(1902)

清廷頒布《欽定京師大學堂章程》，醫科也名列其中；再者，晚清新政中更出現一

些衛生行政內容，開始以較為積極的態度，藉由國家之力，介入民眾的健康事項。91

進入民國以後，西醫更在新政府的支持下，取得主導的地位。92

當西方醫學大舉輸入中國之際，專業的助產知識與技藝，以及西方的婦產科醫

療組織，也隨之登陸。清末民初，已有教會醫院在中國開設婦產科或專設女子醫院，

如上海的仁濟醫院、同仁醫院、廣慈醫院、廣東博濟醫院等，都設有婦女部或婦產

科；在女子專門醫院方面，則有上海的西門婦孺醫院、聖伊利沙白女醫院、伯特利

醫院產科分院，天津的婦嬰醫院、福建產科醫院、蘇州的婦孺醫院、吉林的基督教

婦科醫院、成都的婦孺醫院等。93透過這些專業醫院的運作，西醫婦產科迅速的療

效，很快地呈現在中國人的面前。1870 年代以後，中國已有少數婦女接受西醫手術

療法切除腫瘤；光緒十八年(1892)，廣東博濟醫院則處理了中國第一例剖腹產。一

位已有兩次生產經驗的產婦，在氯仿（即三氯甲烷 CHCl3，Chloroform）吸入麻醉下，

成功地克服骨軟骨瘤阻礙產道的困難，順利取出活嬰。94光緒二十四年(1898)，廣州

一位產科醫師同樣以西方外科手術，為一位骨盆狹窄的女性進行毀胎術，解決棘手

的難產問題。次年，中國又有多項以「產鉗」協助產娩出胎兒的實例。95這些成功

的案例，都是傳統中國產房中，不易處理的棘手問題。

就在這些「醫學救國」的呼聲，以及高明產科療效的推波助瀾之下，人們開始

90〔清〕陳寶琛等纂，《德宗景皇帝實錄》（臺北：鼎文書局據民國間排印本匯編影印，1980），
卷 425，「光緒二十四年七月下」條，頁 573。

91 郝先中，〈晚清中國對西洋醫學的認同〉，頁 76；何小蓮，《西醫東漸與文化調適》，頁 322。
92 以上關於近代西醫在中國之傳播，參見趙洪鈞，《近代中西醫論爭史》，頁 60-67；馬伯英等
著，《中外醫學文化交流史──中外醫學誇文化傳通》（上海：文匯出版社，1993），頁 400-572；
張大慶，《中國近代疾病社會史（1912-1937）》，頁 70-71；何小蓮，《西醫東漸與文化調適》，
頁 56-313。

93 蕭溫溫，〈中國近代西醫婦科學史〉，頁 129；馬大正，《中國婦產科發展史》，頁 266；鄧
鐵濤、程之范主編，《中國醫學通史．近代卷》，頁 417。

94 該產婦產後有發燒，骨盆腔膿腫，術後五週堅持出院，未能追蹤，後來極有可能死於產後感
染。見鄧鐵濤、程之范主編，《中國醫學通史．近代卷》，頁 414。

95 以上中國近代西醫產科發展，見鄧鐵濤、程之范主編，《中國醫學通史．近代卷》，頁 413-4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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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到助產與強種之間的關係。民國二年，汪自新就特地編著《產婆學講義》提倡

助產之道，他在該書的序中，語重心長地呼籲：

人也者，社會之基也，邦國之本也。維我黃農誕降華夏，閱世既久，子姓蕃

衍，第強族至今寖成弱種，異邦姍笑我病夫，矧分娩為嬰孩夭壽之樞機，為

產母存亡之關鍵，脫一不慎，追悔無窮！

汪氏因有感於中國對分娩接生之輕忽，以致嬰孩夭壽，國多弱種，乃著書立論，試

圖為「四千年來沉沉闇闇之產婆界」捎入一絲曙光。96民國六年，西醫張湘紋亦有

「強國之本，始於強種，助產保嬰，尤為重要」之說。97可見，清末以來的「醫學

救國」風潮，此時已悄悄吹入傳統那陰暗、且密不透風的生場領域之中。

二、備受責難的穩婆

傳統穩婆之能以簡單的技藝獨占生產場域，除了拜中國特有的社會習俗之賜

外，也與缺乏競爭對手有關。然而，當清末西醫產科專業出現在中國，且欲瓜分中

國的婦產科市場之後，穩婆的地位卻注定再也不能安穩了。以下，就時人對穩婆的

批評，分析近代穩婆受到非難的原因。

（一）穩婆與病菌

光緒二十七年，英國醫生波爾特(Mabel C. Poulter)到福州福清縣工作時，驚訝地

發現：當地的「助產人員」是無醫學知識的中老年婦女，從未受過醫學訓練。為了

「給嬰兒開路」，她們用長長的手指甲抓破會陰、陰道及宮頸，造成產後瘢痕，產

道狹窄、肛門陰道廔管、膀胱陰道廔管等後遺症，這些都是當時不易醫治的重症；

而新生兒也常因此罹患破傷風，其致死亡率高達 50％-70％。98事實上，這些在西醫

眼中覺得不可思議、且充滿危險的接生手法，在中國似乎頗為常見。在西方現代醫

96 汪惕予，〈產婆學講義序〉，頁 7。
97 張湘紋，〈發刊辭〉，《人和高級助產職業學校卅週年紀念特刊（1946 年）》（上海：上海
檔案館藏，檔號 Q235-3-457），頁 67。

98 鄧鐵濤、程之范主編，《中國醫學通史．近代卷》，頁 416。「廔管」是指兩個開口之間的通
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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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知識傳入之前，雖曾有醫籍建議助產者在徒手進入產道前，必須剪去指甲，並以

香油潤滑雙手，99如民國十五年貴州的穩婆，「當胎兒出肚的時候，用香油抹在她

們粗糙的雙手上，行人工幫助的生產法。」100但有些穩婆卻未必能澈底遵守。民國

十七年年底，馮玉祥(1882-1948)的夫人李德全(1896-1972)就提到：她曾親眼見到一

名穩婆戴著戒指接生。101雖然整個中國的穩婆，未必全然都像波爾特醫師和李德全

所見的穩婆那樣魯莾無知，但不注重消毒程序，以及缺乏無菌概念的接生手法，應

是當時中國常見的接生手法。民國廿四年鎮江的《醫事公論》也曾討論此一問題：

我國舊式穩婆（接生婆），對於助產學識，並未有相當訓練，遇孕婦臨產，

恆不察其生理狀態，如骨盤之大小、胎兒之位置、分娩步驟，僅憑一己之經

驗而已，不幸而胎兒位置異常，每多任意慘害，或損及產婦生殖器，致遭冤

死者，不知凡幾！分娩之後，亦不知消毒，而產褥期中，亦繁有其人，而最

不合理之習慣，則為產婦分娩後二十四小時內，不使其平臥，或安睡，為防

污血上衝，此等謬誤，亟待吾人進而改革者也。102

其實，傳統中醫在解剖生理及細菌學領域，原就較為不足，而穩婆又多來自於不識

字的下階層婦女，故其對於產科相關生理學，自然更加不懂；而缺乏消毒觀念，更

令其無法了解產後產婦死亡之主要原因，只能一味地盲從於傳統中醫的血污之說，

嚴禁產婦平躺，卻仍無助於降低產婦之死亡率。另外，傳統穩婆常在產婦甫一生產

完畢，即投予大量之「益母草湯」，謂能去血污。但益母草為一種血管擴張劑，能

使產婦骨盆充血，多飲將引發大出血，致產婦因虛脫而死亡，過去這種例子相當常

見。103因此，有人將穩婆喻為「蠢豕」，說她們不解生理、未諳藥劑，「只圖騙人

財物，罔顧產婦生死」，以致產婦「大半皆為其所害，而致母子死於非命」；甚至

99〔明〕萬全，《萬氏家傳女科》，收入《中國醫學大成續集》（上海：上海科學技術出版社，
2000），第 35 冊，卷 3，〈產後章〉，「救逆產」條，頁 94。

100 青青，〈吾鄉的生產風俗．貴州〉，頁 1195。
101 不著撰人，〈北平市衛生局產婆講習所開學紀事〉，《中華醫學雜誌》14:6（上海：1928.12），
頁 230。

102 不著撰人，〈產婦之攝生〉，見《醫事公論》2:11（鎮江：1935.03.16），頁 25。
103 謝君惠，〈中國助產士目前所處之環境及其應負之責任〉，見《上海市惠生助產學校重建新
校落成紀念特刊(1935)》，頁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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還將她們比為殺人凶手。104民國二十八年，馮玉祥也曾藉由身旁同袍的經驗，無奈

地道出近代中國的產兒悲歌：

記得我在南苑，一天，同馬玉田連長閒聊，問他：「從軍十多年，是否已經

有兒男？」他說：「不久生了一對胖小子，可惜只活了六天！」我又找大夫

問這根源：「四六瘋，到底是什麼傳染？」

協和醫院的大夫發了一聲嘆：「這種病，不多見，是我們國家獨占。收生婆

不知消毒，那用具齷齪不堪，剪子不去燒紅，微菌上面活滿。那剪子便是毒

蛭，真是害人不淺！」105

所謂的「四六瘋」就是新生兒破傷風(tetanus)，又稱「臍風」、「七日瘋」等，此病

是由於破傷風桿菌(clostridium tetani)自臍部侵入而引起的一種感染性疾病。發病的

主要原因是接生者雙手不潔，或接生時用未經嚴格消毒的剪刀剪斷臍帶，或出生後

不注意臍部的清潔消毒，致使破傷風桿菌自臍部侵入所致，故有「臍風」之稱；又

因本病好發於出生後 4-6 天，所以有「四六瘋」、「七日瘋」之名。病初常有煩躁

不安、哭鬧，以後可出現吸奶不緊、牙關緊閉、抽搐，或顏面、頸部、軀幹、四肢

等部位的肌肉痙攣，嚴重時甚至連呼吸肌肉亦痙攣不止，導致口唇青紫，最後窒息

死亡。其實，只要在接生時嚴格遵守無菌原則，注意臍帶端清潔消毒，可有效預防

此病。若遇急產而來不及完全消毒時，可將剪刀在火上燒紅後使用，並把臍帶殘端

多留 4-5 公分，並在 24 小時之內按嚴格消毒，操作將臍帶遠端再剪去一段，重新消

毒結紮即可。106遺憾的是，傳統中醫對於此症認識不清，仍以風寒之論解釋之，認

為該症導因於斷臍時，臍帶受寒所致，因此斷臍嚴禁「以刀子割之，須令人隔單衣

物咬斷，兼以暖氣呵七遍」即可，「如刀斷者，則以剪刀先於懷中厭令暖方用」，

「不可傷冷及外風所侵」。107而穩婆在實際操作時，除了以口囓斷之外，甚至以破

瓦鏽剪斷臍，所以過去中國新生兒死於此症者，為數不少。108

104 朱士行，〈改進鄉村助產之意見〉，《私立生生助產學校第一屆畢業紀念刊(1935 年)》，頁
38。

105 見《第一助產學校十週年紀念冊》，頁 9。按：該文作者署名為馮玉祥，但無題目。
106 侯瑞成等編，《醫護病理學》，頁 126。
107﹝宋﹞朱章輯，《衛生家寶產科備要》，卷 8，〈形諸保育．斷臍法〉，頁 117；類似說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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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穩婆與難產

就當時不滿穩婆者看來，在正常順產時，缺乏醫學專業的穩婆，尚且有可能因

不注重消毒而導致婦嬰感染，那麼，在面對難產時，他們對於穩婆的應變能力，又

是如何描寫呢？

1.傳統中醫對於難產之處置

在外科手術還未傳進中國之前，中醫對於難產之處置，歧見頗大。以胎位不正

而言，雖然宋代楊子健已在《十產論》中建議以推拿方式矯正胎位，但仍有許多中

醫對此持保留態度，如王肯堂就提出警告：「若看生之人非精良妙手，不可依用上

法」，以免危及母子。109另外，有些偏方則以針刺胎兒足心之法處置倒產（足先出），

但往往刺激過大，以致「兒痛上奔，母命難存」。對此，明人萬全(1499-1582)曾在

《萬氏傳家女科》中，提出較為科學的具體操作方式：

救逆產，令其產母正身仰臥，務要定心定神，不可驚怖。卻求慣熟產婆，剪

去指甲，以香油潤手，將兒足輕輕送入。又再推上兒身，必轉直，待身轉頭

正，然後服前催生之藥，渴則飲以蜜水，饑則食薄粥。然後扶掖起身，用力

一送，兒即生矣。110

其他的肩產、側產等異常產位，原則大致同上。這些處置方式，已注意到穩婆進行

侵入性醫療行為時，必須注意安全及清潔原則（剪指甲及潤滑），可減少產道損傷、

感染；同時也兼顧到婦女體力所需，然後配合物理推拿方式助產。

至於產後有「胞衣不出」（胎盤留置）之情形時，萬全同樣有「慣熟穩婆善取

胎衣者」之說，111顯示他對於穩婆侵入產道摘除胎盤並不反對。稍後的張景岳也曾

具體描述此症之處理方式，曰：

亦見於﹝明﹞朱橚等編，《普濟方》，卷 360，〈嬰孩初生門．論新生將護法〉，頁 75。
108 俞松筠，〈本校創立之經過〉，頁 1。
109﹝明﹞王肯堂，《證治準繩．女科》，收入《王肯堂醫學全書》（北京：中國中醫藥出版社，

1999），卷 4，「臨產坐草法」，頁 2201-2202。
110 以上關於胎位不正所致之難產處理內容，參見〔明〕萬全，《萬氏家傳女科》，卷 3，〈產
後章〉，「救逆產」條，頁 94。

111〔明〕萬全，《萬氏家傳女科》，卷 3，〈產後章〉，「胎衣不下」條，頁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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胞衣不出……有以惡露流入胞中，脹滯不出者。蓋兒既脫胞，帶必下墜，故

胞在腹中形如仰吐。仰則盛聚血水而脹礙難出。惟老成穩婆多有識者，但以

手指頂其胞底，以使血散，或以指摸上口，攀開一角，使惡露傾瀉，則腹空

自落矣。112

另外，明代的《保產全書》也說：胎衣殘留體內時，其狀如荷葉之反口向上，此時

可令穩婆以二指趁帶而上，至胞口時向下一鈎，則血傾胞下。113可見，產後有胎盤

留置的情況時，少數醫家也同意由穩婆徒手進入產道取出。相較之下，中醫對於死

胎的態度則較為保守，多建議以服藥去胎的方法處置，而且有些醫家還指責「無知

穩婆，輕易動刀」，反映出傳統中國社會已有穩婆使用破壞或肢解的方式，取出死

胎的情形。清代以後，中醫助產手法趨於保守，發展較少。114

2.穩婆處理難產的手法

雖然傳統醫籍已針對常見的難產提出處置措施，但少數穩婆在臨床接生時，卻

未必遵照其法，以致釀成悲劇，造成人們對穩婆的不諒解。以胎位不正為例，少數

缺乏經驗的穩婆因「對於嬰兒位置，茫然不知，只知將嬰兒用力拉出，以致嬰兒手

臂，為之折斷，何等可慘？」115若遇到胎盤留置的情形，更有蠻橫的穩婆，以所謂

「抬胞衣」的方式，「由產婆及其他婦人，架產婦兩肩，使其腹部向扁擔（挑物之

肩木也）上俯就之，以促胞衣之下地。」116這種處理方式，可謂凶險至極。宣統元

年(1909)，上海《醫學世界》就曾報載一則真實悲劇：

廣東增城新塘某氏婦，產下一兒，已一二時。惟胎盤仍未出，舉家張惶，用

盡各法，皆不見效。乃請一有名之穩婆來，用一担竿在產婦腹上，一頭挪於

牀，一頭用人壓下，壓至該婦痛極而昏矣，胎盤仍未得出。最後來請一女醫

生診視，則雙胎也。後出之胎，為各法所傷，已死於腹中，女醫生用法取出，

112﹝明﹞張景岳，《景岳全書》，頁 662。
113 參見張志斌，〈明代助產手法的進步及其評價〉，頁 80。
114 張志斌，〈明代助產手法的進步及其評價〉，頁 80-81。
115 不著撰人，〈北平市衛生局產婆講習所開學紀事〉，頁 230。
116 吳昌漢，〈吾鄉的生產風俗．河南信陽〉，頁 11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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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母因傷過甚，亦幾至死云。117

作者最後以「愚哉某婦，狠哉穩婆」118作為對此事件的評斷。批評產婦愚昧，可能

是指責她不應找穩婆處理此事。另外，也可能是指她未能觀察自己是雙胎妊娠。因

為此種妊娠並非特別罕見之事，而且也並非無跡可尋。當懷孕期間，腹部異常膨大，

或是觸診時可摸到兩個胎兒頭部或臀者，均應懷疑是否為雙胎，此產婦所應自行觀

察者；即使產婦缺乏經驗而茫然不知，則以接生為業的穩婆，亦應有此警覺。遺憾

的是，某些穩婆一旦遇上胎兒娩出，腹中仍有餘物留置之時，常未能考慮到是否為

多胎妊娠，直接以處理胎盤未出的方式──用擔竿壓腹折騰產婦，既未明胎產之原

理，又欠周延之思考，卒至悲劇無可避免。這件事也引起粵籍醫者梁慎初的注意，

曾著文批判穩婆：「奸狡貪功，妄用手術」，當遇到順產時，猶因「種種不潔，足

以殺產婦嬰兒者」，而逆產時更因「不明學理」，濫用舊法手術，以致枉死者不計

其數。119宣統三年(1911)上海《婦女時報》又有一篇非難傳統穩婆的文章：

余有同學女友兩人，均以產難去世，是可知婦人生產之事，實為第一難關。

矧以中國不講產婆之學，性命呼吸，生死關頭，乃以委諸不明生理，不識醫

學之老嫗之手，寧非以性命為兒戲耶？。120

作者在文中並未言明其同學之死亡原因，而是直接將之歸咎於「中國不講產婆之學」

與「不識醫學之老嫗」。由此可見，經由穩婆接生所造成的悲劇應該不少。民國二

年，學貫中西醫的汪自新（汪惕予，1868-1941）也說：當遇到死胎或難產之時，穩

婆「則支解其體，若割豕牛，兒尸弗完，母命亦殆。」121在汪自新的描述下，穩婆

的行徑的確令人毛骨悚然。

隨著西醫勢力及產科知識在中國之愈發成長，1920 年代以後這類指責傳統穩婆

的文章更多，補輯《杭俗遺風》的洪如嵩就以自己的實際經驗指出：

往歲吾妻難產，發動後而呱呱不墮地者越四日，時余客漢口，不得知。家人

117 不著撰人，〈附錄醫學衛生報記事二則〉，《醫學世界》第 10 期（上海：1909.02），頁 4。
118 不著撰人，〈附錄醫學衛生報記事二則〉，頁 4。
119 梁慎初，〈論今日宜辦速成產婆講習所〉，《醫學世界》第 10 期，頁 1。
120 秋蘋，〈產婦之心得及實驗談〉，《婦女時報》第 1 號（出版地不詳：1911.05），頁 17。
121 汪惕予，〈產婆學講義序〉，《醫學世界》第 18 期（上海：1913.01），頁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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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之召接生婆三五人，均束手無策，賴吾姐至，乃延西醫產科醫生朱維新女

士，胎始下，大小均無恙。觀此足見收生婆之誤人多矣。122

洪如嵩將三五個接生婆之「束手無策」，與一名西醫處理後「大小均無恙」做對比，

更凸顯接生婆無能的形象。民國十五年，上海《婦女雜誌》舉辦「吾鄉的生產風俗」

徵文，其中對於穩婆的指責更是不勝枚舉，如談論北京生產風俗的作者，就對「姥

姥」如此描述：

「姥姥」她們對於生殖學、生理學的常識，腦子裡一點也沒有；至於接生的

手術，更是沒有練習過，甚至舊時代生產所奉為南針的《達生篇》，也沒有

看過。在接生的時候，完全施用她那野蠻的、無知識的方法去接生收洗，分

娩時期的危險，真是難以言講了。分娩期到了，便將「姥姥」請來，等待分

娩接生。僥倖的平安生產了，不幸的難產了，便靜受「姥姥」施用野蠻的手

段，令胎兒不自然的產生出來，產婦在精神上、肉體上，充分的感受了痛苦，

有時胎兒也死亡了，產婦也致病了──或竟致死亡，這是北京都市中，很常見

的事！123

作者在文中重覆以「野蠻」與「無知」等字眼形容穩婆，顯示其對於穩婆之不信任

與貶抑之意。安徽績溪的收生婆也被說成是「未受產婆訓練，不識消毒為何事」，

一遇難產，往往「妄行手術」。124所謂的「妄行手術」，多半是指難產時，「產婆

便用手或鈎子去挖」，125或者以「扞腳刀」割破會陰、以「秤鈎」穿鈎兒腦的情形，

126其凶險可想而知。因為這些舉動不僅會使產婦的會陰損傷，造成產後傷口感染；

同時，鈎子進入產道，也極有可能會鈎傷產道，或是萬一穩婆誤判胎兒為死胎，將

未死的胎兒活活肢解。所以有人將她們稱為「凶手」，因為「她們不知害了多少產

婦，殺却了多少嬰兒？」127西醫俞松筠也直接將她們喻為「劊子手」。不過，多數

122﹝清﹞范祖述撰，﹝民﹞洪如嵩補輯，《杭俗遺風》，「收生」條，頁 103。
123 芸子，〈吾鄉的生產風俗．北京〉，頁 1173。
124 王荷卿，〈吾鄉的生產風俗．安徽績溪〉，頁 1184。
125 何承湛，〈吾鄉的生產風俗．江蘇青浦〉，頁 1180-1181。
126 謝君惠，〈中國助產士目前所處之環境及其應負之責任〉，頁 6。
127 伍介石，〈吾鄉的生產風俗．廣東合浦〉，頁 11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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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穩婆在面對婦嬰死亡時，卻多半以「前世作孽」等辭推諉，而產家似乎也甚少追

究。128

第三節 改良助產事業

在傳統資訊不發達的社會中，婦女生產時的不幸事件，或許只是地方人士茶餘

飯後嘆息的話題而已；但在報刊雜誌大量出現的近代社會中，穩婆對於婦嬰健康之

威脅，卻以一種前所未有的穿透力，藉由雜誌的報導迅速地呈現在世人面前，並配

合近代特殊的歷史環境，引發人們改良助產事業的想法。

一、清末培養專助產人員之困難

清末即出現在中國的產科醫療，雖未在當時引發大規模的產科革命，但推廣西

方助產方式，或是改良傳統穩婆的想法，卻隱約出現在少數人的腦海裡，並開始思

考此一理想的可行性。

（一）女醫方面

中國婦女忌諱男醫的特殊民情，不僅困擾著傳統的男性醫者，同時，也令清末

民初來華的教會醫師感到頭痛。十九世紀末美籍醫學博士富瑪麗，就曾提到她對中

國婦女醫療需求的觀察：「一位女醫生對於中國婦女來說是極重要的，因為她們不

會允許一位男性來醫治她們。」129為此，教會開始選派女子出國習醫，如金韵梅

(1865-1934)、柯金英（又名胡金英，1866-1929）、石美玉(1873-1954)、康愛德(1873-1931)

等人，均是留美醫學博士。130

除了教會選派女子至西洋習醫之外，近代中國也有少數女性以公費或自費的方

式至東洋攻讀醫科，其中，又以東京女子醫科大學人數較多；根據統計，自 1907-1946

年之間，東京女子醫學專門學校（前身為東京女醫學校）約有 107 位中國女留學生。

128 俞松筠，〈本校創立之經過〉，頁 1。唐志英，〈對於新醫的感想〉，《上海市惠生助產學
校重建新校落成紀念特刊(1935)》，頁 12。

129 方靖，〈中國近代第一所女子醫學院──夏葛醫院〉，頁 46。
130 陶善敏，〈中國女子醫學教育〉，《中華醫學雜誌》19:6（北平：1933.12），頁 8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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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1然而，對於需要大量女醫的中國婦女而言，出國習醫僅是杯水車薪，且緩不濟急。

特別是「西法收生安全」，「非無知老嫗可比」的觀念傳入後，中國婦女對於女醫

之需求也愈來愈大。因此，清末已有教會開始致力於女子醫學校之創設，如光緒十

七年(1891)年創辦廣東女子醫學校（1905 年改名夏葛女子醫學院），同年蘇州也興

辦女子醫學堂（1919 年停辦，其職員併入上海西門婦孺醫院，1924 年以後，擴充為

上海女子醫學院）等。稍後，也有中國人自己興辦女子醫學教育者，如光緒三十一

年李平書(1853-1927)、張竹君(1876-1964)創辦上海女子中西醫學院，而光緒三十四

年(1908)北京也成立協和女子醫學堂等。進入民國以後，招收女醫的學校更多，尤

其是民國十三年教育部通令各校兼收女子之後，女性進入醫學院就讀的機會也隨之

寬廣。據統計，截至民國二十二年為止，中國至少有公私立醫學校 28 所。132

但與中國眾多人口相較，上述醫院所能接手的助產事宜，以及各醫學院所培養

出來的女醫，仍相當有限。再者，女子醫校的入學資格甚嚴（醫科需高級中學以上，

預科需大學二年以上），修業年限亦長（四至七年不等），學費更是一筆極大的負

擔，可說是時間成本與經濟成本俱高，故所能培養之女醫人數自然不多。民國八年

回國的留日醫學博士楊步偉(1889-1981)就曾指出：「其時女醫生很少，有也都是教

會的」。133直到民國二十二年，包含留洋與本國訓練之女醫師，僅有 3,655 人，實

在無法因應當時中國婦女之迫切需要。134況且，直到民國二十三年，全中國的西醫

總數也不過一萬餘名，即使不分男女、不分科別，全都將之列入接生助產的行列，

仍是不足。135

（二）助產士方面

就產科而言，除了培養女醫師之外，助產士的培養亦不失為提昇婦嬰衛生之佳

法。清末已有西人就醫院附設訓練班，傳授助產技術，期滿授以證書，如光緒九年

131 周一川，《近代中國女性日本留學史(1872-1945)》，頁 220。
132 以上參見陶善敏，〈中國女子醫學教育〉，頁 849-853；陳邦賢，〈中國近百年醫學衛生教育
史料〉，《醫事公論》3:6（鎮江：1936.01），頁 22-29；盧平，〈西醫東漸後我國近代的女
子醫學教育〉，《中華醫史雜誌》29:1（北京：1999.01），頁 42-43。

133 楊步偉，《一個女人的自傳》（臺北：傳記文學出版社，1967），頁 166。
134 陶善敏，〈中國女子醫學教育〉，頁 856。
135 陳勝崑，〈中國新醫學教育及公共衛生史〉，《當代醫學》3:6（臺北：1976.06），頁 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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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83)上海的西門婦孺醫院，即有此事業，並將之推廣到漢口、福州、北京等地。136

另外，北洋大臣袁世凱(1859-1916)也發覺「中國禮法風俗，男女分別最嚴」，乃於

光緒三十三年(1907)創辦北洋女醫學堂，137聘請醫學博士金韵梅擔任總教習，該學

堂設有產科、看護兩科，以兩年為修業年限，138此為中國政府最早設置的助產護理

學校。同年，杭州也有梅福祿捐款設一產科學堂。139宣統元年(1909)四月，北京也

有產科講習所開課，該校延攬日人為教習，招收女學生 60 餘人，學生多來自女學傳

習所及女子師範學堂。140

不過，上述的助產教育僅是少數，而且，以當時中國的現實環境而言，培養女

性助產士亦非易事，因為：

完備產婆非修業一、二年不可，此尚為曾受普通教育之女子言之。以今日女子

入學人數之少，曾受普通教育者幾何？曾受普通教育而願習產婆術者又幾何？

由此言之，則雖遍設產婆學校，由普通學而進專門學，非五六年後，不能有此

多數完備之產婆，此五六年間之產家，又何所倚賴？141

的確，正規的助產教育中包含許多專業的科目，必須有一定之知識基礎，方能瞭解

吸收，故所招收之學生，至少必需是受過初等教育的女性。但根據宣統元年清政府

的統計，當時中國的女學生僅有 14,054 人（不包括教會女學），142至民國五年，包

含國民學校、高等小學、中學，以及其他初級學校在內的所有女學生，總數也不過

172,436 人。143在這少數的女學生中，有志以接生為業者，可能相當稀少，因為傳統

136 施德芬，《護病歷史大綱》（上海：廣協書局，1947），頁 150。
137 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藏，《長蘆鹽運使司全宗檔案》，〈長蘆鹽運使張鎮芳為女醫學堂總教
習職任事與金韵梅訂立議單〉，宣統元年八月二十一日，見哈恩忠編選，〈清末金韵梅任教北
洋女醫學堂史料〉，《歷史檔案》1999:4（北京：1999.04），頁 66。

138 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藏，《長蘆鹽運使司全宗檔案》，〈女醫學堂總教習金韵梅為女醫學堂
開學日期等事致長蘆鹽運使張鎮芳稟文〉，光緒三十四年六月二十二日，見哈恩忠編選，〈清
末金韵梅任教北洋女醫學堂史料〉，頁 64。

139 盧平，〈西醫東漸後我國近代的女子醫學教育〉，頁 42-43；高波、莊雅玲，〈二十世紀初中
國女子職業學校的類型〉，《石家莊職業技術學院院報》17:1（石家莊：2005.02），頁 33。

140 不著撰人，〈醫事新聞．產科講習所開課〉，《醫學世界》第 13 期（上海：1909.05），頁 6。
141 梁慎初，〈論今日宜辦速成產婆講習所〉，頁 2-3。
142 陳啟天，《最近三十年中國教育史》（臺北：文星書店，1962），頁 100。
143 黃炎培，〈讀中華民國最近教育統計（1919 年）〉，收入舒新城編，《中國近代教育史資料》，
上冊，頁 3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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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一向將接生視為卑污之業。144故清末助產士的訓練仍屬寥寥，而民間則仍以

穩婆接生為多。

二、改造穩婆

既然快速培養女醫及新式助產士均有困難，則改造穩婆似乎已是刻不容緩之事。

（一）改良穩婆理念之提出

宣統元年，當上海《醫學世界》刊出廣東增城孿生胎兒被穩婆折騰致死的新聞

之後，醫者梁慎初已警覺到中國助產事業必須改革，他指出：

逆產之艱難，困苦調護，稍失其法，則頃刻可以隕命，當此之時，肩負責任

者，非產婆乎。產婆之業，司母子二命，其職業之重，又豈可委諸無所謂之

老婦哉……然取締吾國產婆與取締醫生，事同一律，以國家平日並未有此等

正當之教育，一旦執而取締之，無論近律慢令，致期不教而殺，固有不可，

即使取締之矣，而所有夙昔為穩婆之業者，均此絕無知識之人，即無一不當

停止其業之人。然則，取締之令一行，將盡使此輩失業乎。此輩失業何足惜

焉，有此多數之女醫，以應產家之求耶？是不可不略仿他國產婆缺乏地之辦

法，謀百日教育法，設產婆講習所也。145

梁慎初分析：中國民間習以為恃的穩婆，自古以來即多以不具知識的婦人任之，政

府亦習以為常，並無任何教育措施，故近代西醫知識傳入後，縱然時人已認知到穩

婆之害，但實不宜立刻取締，否則有「不教而殺」之嫌；更何況，即使真要取締，

又將面臨兩個問題：一則將致舊以穩婆為生的婦女失業，二則當時中國也沒有那麼

多的女醫可以應付產家的需求。因此他建議可仿效其他國家之法，招收現在懸牌之

「接生保養」者，或婦女願習此術者，於善堂、公所、鄉約之所，分區辦理產婆速

成教育，每區二三十人，以百日為期，「延請醫師口授接生之理，潔淨之道，斷臍

裹兒浴兒之法，平常順產產婦應如何看護？急變及用手術則請醫師，醫師未至之前，

144 瞿紹衡，〈序〉，頁 1。
145 梁慎初，〈論今日宜辦速成產婆講習所〉，頁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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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如何施救？如何預備？」迨至受完上述課程後，則施以測驗，合格者授以開業證

書，如此可敷暫時之需，並可對未受教育或不合格之產婆行取締之法。他同時呼籲：

除了政府之外，平日習辦善堂的豪富之家，或可辦此產婆訓練所造福社會。146梁慎

初的分析及建議，不僅中肯，且相當適於中國社會，可惜並未見重於當時。民國奠

基以後，內務部衛生司之第三科，雖明文職掌「關於產婆之管理事項」，但成效似

乎不佳；147至民國五年，又有人建議政府應整飭助產事業，規定「女子年滿二十歲

或以上，曾修產婆學半年者」，始能開業。148遺憾的是，這些建議仍未蒙採納，以

致中國產婦及嬰兒因分娩而罹難者仍不在少數。

（二）一封來自平民的求救信

梁慎初當年為了呼籲政府重視助產事業，振筆疾書，洋洋灑灑不下千餘言，但

卻沒有得到太大的迴響。不過，十餘年後某位河北

民眾的一封簡單書信，卻意外地替他完成心願，成

為改革中國助產事業的催化劑。

民國十三年，北京協和醫院外科部收到一封河

北三河縣鄉民的來信，信上說：「你們外科治得好，

不知要生產安全，使孩子不死，可吃什麼藥？」由

於外科並不負責該項業務，此信被轉往公共衛生

科。公共衛生科主任蘭安生(J.B. Grant)又與婦產科

商量，認為事態重大，乃決定組成一個調查團，深

入三河縣和遵化縣考察當地的收生助產狀況。數十

年後，蘭安生在憶起這段往事時，猶記憶深刻。他

提到：他們曾發現北京郊區某村，全村都依賴一名

習慣極為污穢不潔的舊式穩婆接生，而當地新生兒的死亡率竟高達 80%。149

146 梁慎初，〈論今日宜辦速成產婆講習所〉，頁 3-4。
147 方石珊編，〈中國衛生行政沿革〉，《中華醫學雜誌》14:5（上海：1928.10），頁 38。
148 生痴，〈吾人醫事行政管見〉，《中華醫學雜誌》2:4（上海：1916.12），頁 59。
149 嬰兒死亡率乃指每年每千所生產之活嬰所有一歲以下嬰兒之死亡數言。見張志聖、賴鬥岩、
朱席儒，〈上海市外高橋區嬰兒出生與死亡的調查〉，《中華醫學雜誌》22:2（北平：1936.04），

圖 4-1、楊崇瑞博士肖像

※資料來源：張大慶，《中國近代

疾病社會史（1912-1937）》，頁

1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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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行的協和醫院婦產科醫師楊崇瑞（1891-1983，參見圖 4-1），早在民國十一

年即對婦嬰保健發生興趣，曾在北京朝陽門外設立一處孕婦檢查所，由她自己直接

負責，從事婦嬰保健工作，這是全中國第一個孕婦檢查所。而這次的考察，更使她

對公共衛生感到興趣。民國十四年，她獲得獎學金前往美國約翰．霍普金斯大學(John

Hopkins University)醫學院進修，對美國、加拿大，以及英、法、德等西方國家的公

共衛生、婦產科和助產教育進行考察。這些經歷，使她「恍然感覺到公共衛生實是

一條保障民族健康的捷徑，比醫療機關更具建設性和積極性」，150特別是西方國家

用受過嚴格訓練的助產士接生，與當時中國由傳統穩婆接生造成的母嬰高死亡率形

成鮮明的對比。151

民國十六年楊崇瑞回國後，乃

毅然離開原本令人稱羨的臨床醫

療，轉而投入公共衛生婦嬰保健工

作，並立刻著手調查北京附近的婦

嬰健康狀態，結果發現：當時北京

地區的產母死亡率約為 15%o，為英

國之五倍，美國之三倍；再就嬰兒

死亡率觀之，中國亦將近高出英美

三倍；即使是同為亞洲人種的日本，其產婦死亡率及嬰兒死亡率亦較中國為低。（參

見表 4-1）她又進一步根據當時中國總人口數估計：每日中國產婦死亡者約有 600

人之多，其中 400 名產母是「不應死而死者」，因為楊崇瑞發現：中國產母及嬰兒

死亡率之所以居高不下，主要原因有三：一是不明產科生理與病理之別；二是不知

消毒滅菌之法，致產婦發生產褥熱，或嬰兒發生破傷風而死者，不在少數；三是不

明飲食衛生之法，使產母在孕期產期調養失宜。令人憂心的是，當時這些知識不僅

頁 144。
150 見張大慶，《中國近代疾病社會史》，166-167。
151 夏俊生，〈楊崇瑞開拓中國婦幼衛生事業〉，《炎黃春秋》2007.08（北京：2007.08），頁

36。

表 4-1、1928 年中外產婦死亡率及嬰兒死亡率

比較表（千分比）

國別 產婦死亡率 嬰兒死亡率

中國 15%o 250-300%o

英 3%o 90%o

美 5%o 87%o

日 4%o 187%o

※資料來源：楊崇瑞，〈產科教育計畫〉，頁 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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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婦不知，連負責接生的穩婆亦未具備，故楊崇瑞對舊式穩婆頗不諒解，同時也急

切地呼籲政府重視婦嬰衛生與助產教育。152

楊崇瑞以及其他西醫之所以常將婦嬰的高死亡率歸咎於穩婆，主要是因為她們

在接生時所依循的「舊法接生」，乃是導致產褥熱及新生兒破傷風的主因。那麼，

到底「舊法接生」和「新法接生」有何不同呢？事實上，新、舊接生法對於產房的

要求、產床之設置、分娩前後產婦的處置等，均有相當大的歧異。不過，其中最明

顯、影響也最大的，莫過於消毒程序之有無。傳統大多數的穩婆，多無細菌感染之

概念，不知消毒為何物，故接生過程中，不僅未能遵守現代醫學所講求的無菌原則，

即使連最基本的清潔要求，也可能無法達到，以致造成產婦感染產褥熱，新生兒感

染破傷風，而中國之母嬰死亡率遂居高不下。反觀新法接生，不但產前即對產婦進

行灌腸、導尿，排空腸道及膀胱，以免生產過程中腹壓增加，排出排泄物而污染產

道；生產時，產婦的會陰部也要進行消毒，接生人員亦必須先消毒雙手才能接生；

萬一必須行侵入性助產行為，還得戴消毒過的手套，做第二層無菌防護，同時也能

防止手指甲刮傷產道；分娩之後，包括產婦會陰及新生兒臍帶，亦均遵守消毒清潔

原則，防止細菌感染。如此層層防護，自然能大大減少細菌侵入人體之機會。（參

見表 4-2）

表 4-2、新法接生及舊接生法之內容比較

新法接生 舊法接生

產房要求 空氣流通，光線充足，溫度不逾

17.5℃。

門窗緊閉，防產婦受風；房中光線

昏暗。

產床設置 產床有硬墊，使臀部不致下陷，墊上

放橡皮布及清潔之被單，採臥式分

娩。

視臥床生為不利，僅備木盆，採立

式分娩。

陣痛發生

後產婦處

理法

產婦可緩步房中，於必要時使之臥於

床上。

認為產婦不活動，則胎兒不易娩

出，以數人之力，將產婦架起，滿

房起動。

分娩前產

婦消毒及

分娩前產婦需灌腸、導尿，以利排

便；一則可減少分娩時，二則可免污

無消毒概念，不知胎心音為何物。

152 楊崇瑞，〈產科教育計畫〉，頁 62、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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聽診 染產道；監測胎心音，以知胎兒狀

況。

臨產時生

殖器之處

理法

陣痛較緊時，消毒會陰，教導換氣技

術，即陣痛間歇時，可緩於用力，兒

頭將出時則呼氣，使兒頭緩緩產下，

同時助產者之手壓於會陰，避免會陰

撕裂傷；若無法避免破裂，產後進行

會陰縫合術，使創口早日癒合，避免

細菌感染，防產褥熱發生。

陣痛較緊時，令產婦坐於盆上；兒

頭已露，必用種種方法使其迅速分

娩，據云：恐胎兒受悶氣也，於是

產婦強用力，接生者之手頻頻探入

陰道，或將外陰部撕裂，或用其他

方法使其破裂；不斷叫產婦用力，

常令產婦無緩氣之餘暇，兒頭驟出

產門，外生殖器多受創傷，故產婦

常有一月內不能起床，且易發產褥

熱。

胎盤產出

法

胎兒產出後，約 5-10 分鐘，以消毒

之剪刀將臍帶剪斷，抱去洗浴，容胎

盤自然與子宮剝離產出；普通約 10

分鐘，多則半小時；胎盤娩出後，仔

細觀察是否完整，以免殘留宮內，造

成產褥熱；若未娩出，則先消毒雙

手，戴消毒手套，伸入子宮內將殘餘

物取出。

胎兒產出後，即注意胎盤產下；因

通常待胎盤產出後，才行斷臍（認

為若先斷臍，則胎兒與胎盤無連

繫，則骨縫緊閉，胎盤將無法產出

法）；若胎盤未產下，乃急用頭髮

塞入陰道，促產婦作嘔，增加腹壓

而促胎盤產出；再不出，則以未消

毒之污穢之手伸入取出；往往刮傷

產道，或將細菌帶入產道，引發出

血不止及產褥熱。常用破瓦鏽剪斷

臍，造成新生兒破傷風。

新生兒護

理

先洗浴，然後以消毒之線及棉布將臍

帶紮好、包好，絕不可接觸不潔之

物；以硝酸銀點眼(Grede 點眼法)，

防止淋病雙球菌感染。

以不潔之瓦灰及膏藥包好；未用硝

酸銀點眼，致新生兒常因淋病雙球

菌感染而盲目。

產後處理 清潔產婦會陰，外生殖器覆以厚而大

之消毒紗布、棉花，以防沾染不潔之

物，並吸收惡露；然後予以子宮收縮

劑；產婦饑餓，可食流質食物，使之

安靜睡眠，充分休息。

外生殖器以硬而不潔之紙覆之；並

令產婦坐於床上，至少廿四小時不

能平躺，不能熟睡，傍坐一人，時

時喚醒。

產後哺乳 產後 12-24 小時，將乳頭洗淨，令嬰

兒吃乳，此為熟乳（筆者按：今稱為

「初乳」），其利有三：1.此為天然

瀉劑，可利嬰兒通便；2.提早餵乳，

將三日之內的乳擠出棄之，據云：

此為毒質，過三日後才能令嬰兒食

之。三日後或覓他人之乳餵之，致

嬰兒嫩弱的腸胃，因食不合之乳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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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使母體乳腺暢通，乳液早生；3.嬰

兒吸乳刺激，可促子宮收縮。

損傷。

※資料來源：劉文娟，〈新舊接生之比較〉，見《中德高級助產學校十五週年紀念刊(1940)》，頁

16-18。（表格係據上列文章整理而來。）

（三）頒布〈接生婆管理規則〉

為了改善中國的婦嬰衛生，楊崇瑞極力呼籲政府廣設產科專門醫院，並造就專

業的產科人才，以普及新的接生方式。民國十七年，她在〈產科教育計畫〉中，以

歐美各國為例，平均每萬人應備產科病床 6 張；而當時中國的北平153有人口百萬，

故應有產床 600 張。遺憾的是，當時北平的產床卻不足 70 張，154平均每一萬人僅分

配到 0.7 張產床。連長期貴為首都、且醫療較為發達的北平地區，其產床仍是如此

缺乏，更遑論其他二三級城市，或鄉村地區了。況且，硬體設施所費不貲，且更需

專業人員相互配合方有成效。根據統計，1920-1930 年代，全中國擁有醫學知識的助

產士僅有 500 人左右，但卻有舊式穩婆 20 萬。155因此，楊崇瑞很迅速地意識到問題

的癥結：要在各項建設均處於落後的中國推廣新式接生，關鍵是培養新法接生人員，

而最便捷的辦法就是對舊式穩婆進行嚴的監督、管理，並訓練她們科學地處理分娩。

156楊崇瑞的看法，與宣統年間梁慎初的建議大致相同，只不過梁氏的意見不見重於

當時，而楊崇瑞則在天時、地利、人和的配合之下，開始實踐她的理想。

民國十七年，隨著中國政局大致底定，政府對於國家衛生事業也日漸重視。157在

楊崇瑞以及醫界眾多人士的大力呼籲之下，政府終於正視穩婆問題，先以訓令的形

式公布〈接生婆須知〉，內云：「接生婆原乏科學智識，或以不諳消毒之意義，或

以不悉合理之接生法，致生兒產婦受無辜之病亡，關係民命至為重大」，「為杜絕

流弊」，將制定〈管理接生婆規則〉，並編輯〈接生方法〉一篇，以期能將接生婆

153「北京」於 1928 年 6 月 28 日，由國民政府明令公布，正式改名為「北平」，且「所有與北京
相關聯之各舊有名稱，用京字者，應一律改為平字」。見《國民政府公報》第 71 期（南京：
國民政府文官處印鑄局，1928.06），頁 5。

154 楊崇瑞，〈產科教育計畫〉，頁 64。
155 蕭溫溫，〈中國近代西醫產科學史〉，頁 205。
156 衛生部婦幼衛生司，〈開創我國現代婦幼衛生事業的先驅楊崇瑞博士〉，《中國婦幼保健》

6:6（北京：1991.06），頁 3；夏俊生，〈楊崇瑞開拓中國婦幼衛生事業〉，頁 36-37。
157 不著撰人，〈國立第一助產學校小史〉，見《第一助產學校十週年紀念冊》，頁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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納入管理。158所謂的「接生婆」是指：「凡中華民國女子，非醫學校或助產學校畢

業，以接生為業務者，統稱之為接生婆。」159將中國數千年以來，以看產為業而又

未受專業教育的女性接生人員統一名稱。同時又規定：各地的接生婆必須「向營業

地該管官署，請領接生婆執照」，否則不得營業。另外，該規則亦規定接生婆之年

齡必須在 30-60 歲之間，且必須「耳目肢體及精狀態均健全，並無傳染病者，始得

請領執照。」而為了提升助產素質，更在第五條至第七條中註明接生婆應受短期之

訓練，並給予適當之考核：

第五條：地方官署應設臨時助產講習所，令核准註冊之接生婆，分班入所練

習，教以左列接生上必要之知識。一、清潔消毒法。二、臍帶紮切法。三、

接生法。四、假死初生兒蘇生法。五、產褥婦看護法。前項傳習所，得委託

醫院或醫學校助產學校辦理，經費由地方稅項下撥充之。第六條：接生婆練

習期，定為兩個月，授課時對於不識文字者，應注重口頭講授。第七條：練

習期滿成績優良者，由該管地方官署核給證明書，毫無成績者，撤銷其營業

執照。160

可見，當時政府已意識到傳統穩婆之缺乏現代產科知識，並期以國家力量實施短之

訓練，以保障婦嬰生命安全。為了便於民眾辨識，衛生部也規定接生婆必須「於門

口懸牌，標明接生婆某氏字樣，不得稱醫生。」此外，接生婆尚須分擔人口統計之

責，「應備接生簿，載明產婦姓名、年齡、住址、生產次數、生兒性別等，並保存

五年，以備查考」，並於每月十日前，彙報地方主管機關。在當時政府的構想中，

訓練接生婆僅為暫時的權宜之計，培養專業助產人員才是正本清源之道，故〈管理

接生婆規則〉亦在最後註明：「各地方官署核發接生婆執照，限於中華民國二十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為止。」161

（四）開辦產婆訓練所

158〈接生婆須知〉訓令，《中華醫學雜誌》14:5（上海：1928.10），頁 95。
159〈管理接生婆規則〉，《中華醫學雜誌》14:5（上海：1928.10），頁 95。
160〈管理接生婆規則〉，頁 95-96。
161〈管理接生婆規則〉，頁 96-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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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2、產婆訓練所培訓成員

※資料來源：張大慶，《中國近代疾病社會史（1912-1937）》，頁 170。

在〈管理接生婆規則〉中政府已下令地方官署必須設置臨時助產講習所，授以

穩婆新法接生知識。當時，最早辦理且成效較佳者，為民國十七年楊崇瑞在北平所

開辦的產婆訓練所。162根據調查，當年北平的實際接生者，除少數西醫及助產士外，

主要仍以穩婆為主，約有三百餘人，新舊助產人員的比例約為 1:3。為增進北平地區

之婦嬰健康，民國十七年北平市衛生局成立時，局中已設有保嬰股，專司全市婦嬰

衛生工作之推進，以及對接生婆及助產士之監察。163同年十一月十六日上午十時，

北平產婆講習所在東城乾麵胡同紅十字會內，舉行開學典禮。典禮中，上至北平市

衛生局長，下至受邀之女界名流，他們在致詞時均以「毫無學識」、「殘害女性」

等貶抑字眼責難穩婆，而當時接受訓練的傳統穩婆們亦坐在臺下。其中，有鄧姓穩

婆代表上臺致辭，曰：「承蒙各長官及各位女界名流，諄諄教誨，感激莫名，自當

努力用功，力求造詣，以副厚望。」164可見，這些願意接受訓練的穩婆，已或多或

少接受新法接生較舊式接生為優的思維。況且，以當時的社會氛圍而言，這些出身

162 衛生部婦幼衛生司，〈開創我國現代婦幼衛生事業的先驅楊崇瑞博士〉，頁 3。
163 楊崇瑞，〈婦嬰衛生之過去與現在〉，頁 14。
164 楊崇瑞，〈產科教育計畫〉，頁 64；不著撰人，〈北平市衛生局產婆講習所開學紀事〉，230；
夏俊生，〈楊崇瑞開拓中國婦幼衛生事業〉，頁 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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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高的穩婆屬於社會底層，自然較為弱勢，再加上此時中央及地方政府均決定要取

締不合格之穩婆，因此她們也只好儘量配合，接受訓練。據報導：該典禮最後還全

員大呼口號：「維護產母，救濟嬰兒，根據固有的經驗補充缺乏的技能，教授新知，

扶持舊業，為產母保生命，為嬰兒策安全，人口增加，國基永固。」165可見，助產

與強國之思想，亦為該產婆訓練所成立的重要背景之一。

北平產婆訓練所的入學資格為：「二十五歲以上，六十五歲以下之舊式產婆，

視聽力完全，精神靈敏者為合格。」166第一次共招生 30 人，全為女性、文盲，平均

年齡 54 歲（參見圖 4-2）。其訓練內容重點有三：順產的消毒、臍帶之正確處理、

如何識別分娩過程中的危象。學習結束後，必須接受技術測驗，由學員當場操作接

生前如何洗手、如何正確結紮臍帶、如何為新生兒洗浴及清潔雙眼，同時也要口頭

描述順產和難產之差別。考驗不及格，即不能領受接生婆執照。第一批學員有 19 人

畢業，畢業的接生婆由講習班出資發給一個接生籃，內有圍裙、套袖、消毒紗布、

繃帶、手巾、剪刀（剪臍帶用）、滴管、硝酸銀、167肥皂、刷子和一些消毒溶液，

如來蘇兒(Lysol)、硼酸溶液等等，以備她們接生使用。168穩婆開始訓練前，衛生局

已對她們進行「完善之登記，而後予以輪流之訓練，受訓時對其成績欠佳者予以取

締」，考試通過者，則依據民國十七年公布的接生婆管理規則隨時監督。當時規定

「每接生婆所接生產婦，每五百人中，不得死十人，以為限止。」據後續追蹤顯示，

此訓練所的成效頗佳，「迄於民國十八年止，北平居民出生率以 30%o 計算，則受有

此項訓練之接生婆所助產者約 60%，由正式助產士或住院生產者約 25%，其餘之

15%，為其他人員助產。」民國十九年以後此項訓練工作，改由北平市保嬰事務所

165 不著撰人，〈北平市衛生局產婆講習所開學紀事〉，231。
166 楊崇瑞，〈產科教育計畫〉，頁 67-68。
167 產婦本身若患有淋病(gonorrhea)，其陰道分泌物可能含有淋病奈瑟氏雙球菌(N.gonorrhoeae)，
由於生產時，寶寶必須經過媽媽的產道被娩出，此時十分容易被已感染到淋病的母親體內分泌
物所污染，其中最嚴重的就是感染到眼部。淋病雙球菌一旦感染到眼部，便會引起「特急性」
化膿性結膜炎，在 36-48 小時之內會有眼睛紅腫、結膜潮紅，並大量分泌膿狀分泌物，不僅造
成結膜嚴重發炎，若未立刻治療，將連角膜上皮細胞也會潰爛、穿孔，最後甚至會因眼內炎而
導致失明。所幸，自十九世末以來，醫界已知利用 1%的硝酸銀液來預防淋菌性結膜炎，而且
效果良好。見 Jia-Yuh Chen ,”A Microbiological Study of Neonatal Conjunctivitis”, Acta
Paediatrica Sinica,27:6( Taipei:1986.12),p.529.

168 嚴仁英，〈學習楊崇瑞的獻身精神〉，《楊崇瑞博士百誕辰百年紀念》（北京：北京醫科大
學．中國協和醫科大學聯合出版社，1990），頁 27-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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繼續辦理。169總計該所承辦訓練的幾年中，共培訓接生婆 360 人。據說，其中還包

括為清朝末代皇帝溥儀接生的原皇家穩婆。170

由於內政部已明令接生婆之執照僅頒至民國二十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但事後

未能嚴格實施），因此許多城市也都配合實施，且各地衛生局亦分別頒布管理接生

婆之規則。171再者，還有一些醫療單位也都開辦接生婆訓練所。如創辦於民國十四

年的北平市衛生局第一衛生事務所，就多次在其轄區內辦理接生婆訓練事務。172曾

任協和醫院院長，中國現代防癆事業奠基者裘祖源(1904-1988)，曾經回憶說：在

1920-30 年代，楊崇瑞已在北平第一衛生事務所的管區內，改造「接生姥姥」，並在

通州全縣輪流訓練舊穩婆。173中國著名的流行病專家俞煥文(1909-2001)晚年也回

憶：民國二十三年他到河北定縣工作時，當地的舊穩婆已分批接受訓練，接受剪指

甲、接生前洗手、消毒剪刀、採用消毒過的臍帶布包紮等科學訓練，以補救新助產

士之不足。174可見，協和醫院一直參與附近城鄉地區的舊穩婆改造活動，推動婦嬰

衛生。（參見圖 4-3）另外，民國十七年上海中德助產學校也在上海市衛生局局長胡

鴻基之核准下，開辦接生婆訓練班，「召集就地年老穩婆，授以普通消毒之法，洗

手剪臍，摒棄破碗鏽剪，以及平產難產之分別等訓練。計以三月為一期，每期五六

十人。」175可見，民國十七年以後，在中央政府的鼓勵下，訓練舊穩婆已成為許多

地方衛生機的重要業務之一。當然，對於廣土眾民的中國而言，想要在短時間之內

對所有舊式穩婆進行訓練並非易事，再加上地方經費不足，因此，有機會參與新法

169 楊崇瑞，〈婦嬰衛生之過去與現在〉，頁 13-14。
170 衛生部婦幼衛生司，〈開創我國現代婦幼衛生事業的先驅楊崇瑞博士〉，頁 3；夏俊生，〈楊
崇瑞開拓中國婦幼衛生事業〉，頁 37。

171 如上海頒布〈上海特別市市政府衛生局管理助產女士（產婆）暫行章程〉，天津頒布〈天津
特別市衛生局接生婆註冊規則〉，北平頒布〈北平特別市接生婆註冊領照規則〉。以上分見於
《中華醫學雜誌》13:6（上海：1927.12），頁 440-444；《中華醫學雜誌》15:2（上海：1929.04），
頁 116；《中華醫學雜誌》16:6（上海：1930.12），頁 633-632。

172 北平市衛生局第一衛生事務所，原名「京師警衛廳試辦公共衛生事務所」，係協和醫院公共
衛生主任蘭安生，為了能使該醫學院之學生能有實際的城鄉公共衛生經驗，乃於民國十四年在
京師警衛廳的支持下所成立之公共衛生機構，1928 年以後才改名「北平市衛生局第一衛生事
務所」。裘祖源，〈協和舊事瑣談〉，見北京市政協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話說老協和》（北
京：中國文史出版社，1987），頁 165。

173 裘祖源，〈協和舊事瑣談〉，頁 165。
174 俞煥文，〈協和醫院與定縣平教會〉，見北京市政協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話說老協和》，
頁 190-191。

175 俞松筠，〈發刊辭〉，頁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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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生訓練的穩婆，仍是相當有限。176

圖 4-3、北平協和醫院訓練舊產婆

※資料來源：陳勝崑，〈民國初年的人口節育〉，《健康世界》第 61 期（臺北：1982.01），

頁 95。

小結

傳統中國因男女之防甚嚴，使得許多具有醫學知識的男醫，被摒除在生產場域

之外，實際在產房中負責接生的，則多是出身社會底層的穩婆，而接生一業也成為

卑下的行業之一。儘管傳統社會中已有不少針對穩婆的批判，但她們受到批評的原

因，卻以道德因素居多，如搬弄是非、盜取胞衣、協助溺嬰等。而近代穩婆之備受

責難，則以專業知識不足，專業技能低下為主。其轉變之因，在於西方醫學知識及

技藝，如解剖生理、微生物、消毒滅菌等觀念，以及產鉗、剖腹產等技術已傳入中

國，使人們對於生產機轉，以及嬰兒、產婦之死亡原因更加瞭解，並以此為標準來

176 Ka-che Yip, Health and National Reconstruction in Nationalist China: The Development of
Modern Health Service, 1928-1937, p. 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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檢視穩婆，甚至以具體的調查數據，來證明穩婆接生的高婦嬰死亡率，以致穩婆成

為眾人詈駡的「劊子手」。

就西醫的觀點以及實際的數據來看，穩婆的確有被批判的理由。但必須說明的

是，穩婆們所操持的部分技術及理念，乃源自於傳統醫書（如抺香油潤手接生、徒

手進入產道摘除胎盤等），但在近代知識分子針對助產接生所攻擊的對象裡，中醫

甚少受到波及，所有的辱駡幾乎都集中於穩婆，只因她們是接生場域裡的第一線人

員，再加上其出身多來自底層的文盲，故在文本資料中，幾乎看不到她們主動的辯

白或反擊。平心而論，幾千年來中國龐大的人口，均得力於傳統的舊法接生，穩婆

（包括親友接生）仍有一定之貢獻。換言之，手法惡劣的穩婆固然有之，但技術超

群的穩婆亦不乏其人。近代某些知識分子（尤其是西醫）一味地將穩婆污名化，對

她們並不公平。

西醫之極力攻擊穩婆，固然與其拓展勢力、醜化競爭對手的私心有關，但新法

接生確有科學根據，而西醫處理難產之成效亦實優於傳統穩婆，因此中國產科之醫

療化乃大勢所趨，推廣新式助產教育必然成為潮流。尤其在近代瀰漫著「醫學改良」

與「醫學救國」的氛圍裡，傳統被目為污穢卑下的接生一門，至此乃一躍成為攸關

國力、強種健民的偉大事業。清末民初，一些教會及民間的少數熱心人士，已開始

著手推廣新式助產教育，但因數量不多，且民間風氣未開，故成效不大。為了救濟

此一缺陷，醫界人士乃建議訓練舊式穩婆，使之具備基本的醫學知識及助產技術，

以保障婦嬰生命。此種呼籲雖清末已有所聞，但真正受到重視且得以實現，則是在

北伐成功以後。當時，在婦嬰專家楊崇瑞的精闢分析之下，國民政府意識到婦嬰衛

生與國力之關係，乃積極提倡穩婆改造運動，授權西醫醫療體系對願意配合的舊穩

婆，施以基本的新法接生訓練，在經過簡單的考核之後，發給接生婆執照，並於民

國十七年頒布〈接生婆管理規則〉，規範穩婆業務及取締不法。這些措施，一方面

可以暫濟當時專業助產人員嚴重不足的現實窘況，他方面也可以提升傳統穩婆的服

務素質，藉以推展婦嬰衛生，並將之納入管理。至此，傳統社會所鄙視的出身低下、

不具醫學知識的穩婆，不僅受到國家進一步的監控，同時也開始被要求必須具備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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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的醫療知識與技藝，而出現初步醫療化的趨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