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結論

（一）

傳統中國男尊女卑的情形十分明顯，在漫長的歲月中，女性所承受的種種束縛

遠比男性高出許多。尤其是近世以來，社會上對於婦女的限制更是嚴苛。在片面要

求女性守節的習俗下，婦女（尤其是上層婦女）的活動範圍多被限制在家庭之內，

拋頭露面為名門閨秀所不恥；而女性的身體則被隱藏在層層的衣物之下，連承載人

體重量、負擔身體移動的雙足，也在特殊的「三寸金蓮」癖好中，被緊綁在又臭又

長的裹腳布中，致使女性無法正常活動，增加其恪守婦道的可能性。此外，人們對

於與女子生殖器官相關的生理現象，更採取禁忌的態度，甚少公開談論。在保守的

社會風氣中，女性自身的心靈也跟著受到禁錮。尤其是明清以後，一些婦女往往採

取激烈的手段，以迎合社會上對於女性守貞的期望；即使是面臨病痛之際，也往往

囿於「男女授受不親」的觀念，出現諱疾忌醫的現象，而婦產科方面的疾病更是如

此，甚至連懷孕生產這等社會上所鼓勵的廣嗣之事，女性也絕少尋求男醫的診療，

寧可將母嬰兩命交由未受正規醫學訓練的年長女性，或是出身卑微、知識貧乏的穩

婆協助。影響所及，女性的身體健康遂受到嚴重的威脅與妨害。

除了社會習俗之外，傳統的中醫理論也對女性健康有深刻的影響。儘管中醫強

調順天應時，注重人與自然的和諧，且善於以宏觀的態度看待疾病與健康的關係，

著重於整體性的治療，其對傳統中國人民健康之貢獻，值得肯定。但無可諱言，受

制於中國人保留全屍的習俗，與社會主流價值重視科舉而貶抑科技的影響，中醫在

解剖生理學、病理學、微生物學等方面，較難得到充分發展，造成中醫對於人體的

組織結構、生理現象與病理成因，均無法做出具體而深入的解釋，常以形式上的思

辯，用想像推理代替科學論證（如習慣將多數事物列入陰陽五行分類）。以女性的

生殖系統而言，中醫對於女子生殖器官之構造與功用，始終未能提出一套確切而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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密的理論；因此，其對於月經與胎兒發育的成因，常以陰陽五行、經絡血氣等概念

加以解釋，且相沿承襲二千餘年，作為診治婦女各種疾症的金科玉律，少有更動。

再者，傳統醫籍對於女子之月經與胎產事項，也出現看似矛盾的說法，一方面認為

經血與生產乃污穢至極之事，具有一定的破壞力；但另一方面，卻又認為這些血餘

具有一定的療效，一些著名的醫籍均出現經血及紫河車（胎盤）入藥的記載。雖然

中醫自有解釋，且亦有以人體入藥的先例，但這些複雜而抽象的理論，卻未必為一

般婦女所了解，致使這些正常的生理現象，蒙上神秘而難解的面紗。另外，中醫在

將月經及生產視為污穢的同時，卻又建議婦女在經歷上述生理階段時禁行沐浴，以

免觸犯風寒，貽禍將來；換言之，中醫對於行經及孕產婦女的清潔衛生並未特別留

意。影響所及，不僅一般婦女對於月經及孕產的生理一知半解，並且也無法做出正

確的自我保健。這一點，從傳統婦女以破布、草紙，甚至木屑布包等做為承接經血

的用品，可以看出端倪。由於這些材質本身的清潔衛生值得疑慮，再加上中醫忌行

沐浴的影響，極有可能造成生殖系統的感染。過去中國社會的「十女九帶」之說，

雖未必全然可信，但至少反映出罹患此症之婦女應不在少數。

至於中國婦女的孕產習俗，也同樣缺乏清潔衛生之概念。中醫主張：自懷孕七

月起，以至產後的坐月期間，均應禁止沐浴，以防小產及感染風寒。從中醫書籍一

再植入「風寒」之辭，而缺乏「清潔」字眼的事實看來，「清潔衛生」顯然不被列

入維護健康的重要因素，這點也可從醫書中建議的生產準備用具中得到佐證。因為

中醫要求的砂盆、草紙、馬糞、乾草等，均不符合現今清潔乾淨的要素。另外，中

醫對於助產人員接生手法的要求，同樣缺乏嚴謹的清潔觀念。雖然在一般的接生場

域中，多數中醫因性別之故而甚少實際參與，但醫籍中對於選擇接生人員的建議，

卻僅提到老成、穩重、有經驗等一般性原則，至於接生技術則付之闕如。偶有關於

難產接生之闡述，但仍是缺乏清潔消毒概念，以致接生者在未能洗淨雙手的情形下，

即徒手進入產道助產，引發細菌感染，造成傳統婦嬰的高死亡率。遺憾的是，中醫

與穩婆均未能洞悉病源而無法有效防治，對於產婦的死因，他們將之歸咎於產後血

污上竄的「血暈」之説；對於新生兒的死亡，則以「臍帶受寒」解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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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上述舉例可知，傳統中國的婦女健康，在中醫解剖學及病理知識缺乏的情況

下，所獲得的醫療保障較為有限；而社會在中醫理論的影響之下，以及在「嚴男女

之防」習俗的制約之下，又進一步使婦女遭受纏足之害，以及婦女不願接受男醫診

療之情形；即使是分娩之時亦不例外，導致婦嬰生命操縱於較缺乏醫學知識的穩婆

手中，這可能是造成傳統婦嬰死亡率較高的原因之一。

（二）

對近代的中國人而言，持續不斷的內憂外患，應是多數人揮之不去的夢魘，而

甲午之敗於日本，更對中國造成沉重的打擊。在「亡國滅種」危機的籠罩下，知識

分子除了引進各種西方思想，要求政府實施政治革新之外，也企圖藉由社會改革及

「醫學救國」等手段，提升中國人民的素質，以求能夠「救國保種」，甚至達到「強

國強種」的終極目標。

就當時知識分子的設計來看，其達成「保種」或「強種」的主要方法有二：一

為促進健康；二為提升民智。在促進健康方面，又可分為「後天」與「先天」兩種

途徑。所謂「後天」的途徑，主要與清末民初流行的「改造國民論」有關，針對已

經出生的國民，提倡尚武、體育思想，以及醫學衛生等觀念，以求身強體健，締造

堅實的國力基礎；至於「先天」的部分，則以婦女作為媒介，先求婦女身體健康，

以利將來能孕育良種，產出優質國民。而在提升民智方面，除了透過各種教育管道，

增加民眾的知識水準外，提倡女學，提升女性智識，培育素質良好的「國民之母」，

施予幼兒良好的學前教育，以及培養良好的健康習慣，也是重點之一。換言之，無

論從「先天」或「後天」的角度來看，婦女始終居於「強種強國」的樞紐位置。於

是，傳統地位卑微、不受重視的婦女，因為具有「孕」、「育」民族幼苗的本能，

乃一躍而成為振興民族的關鍵角色，「國民之母」成了終結「東亞病夫」的正本清

源之道。職是之故，促進女子健康與提倡女學，成為甲午戰後數十年之間，知識分

子常見的討論議題。值得注意的是，在清末曾喧騰一時，並且獲得許多士大夫支持

的不纏足運動，即同時涉及女體健康與女學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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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波導源於清末的「強國強種」思潮，在進入民國以後，不僅未曾間斷，甚至

還隨著內憂外患的加劇，加入新的理論與方法。二十世紀初傳入中國的優生理論，

即為此一時期的「種族改良」，提供最佳的科學依據。再加上西醫的影響力持續壯

大，於是，中國婦女的身體界線，終於在「強國強種」的召喚下，逐漸被打破，甚

至擴展至以往甚少談論的生殖領域。從婦女衛生的角度觀之，近代中國國勢的苦難，

恰為女體健康受到重視之契機，而廢纏足與倡女學運動，不僅為中國女性的纏足悲

歌畫下休止符，同時也為近代中國的婦女衛生改革揭開序幕。女性在解開裹腳布、

踏入學堂接受教育的同時，也逐漸鬆開她們被禁錮千餘年的心靈。從此，她們可以

透過正常雙足的支撐，從事各種促進健康的運動，並且帶領她們外出拓展視野；而

接受教育之後，更使她們能透過文字吸收各種新知，其中也包含各種有益於女性健

康的醫學知識。就此而言，甲午戰敗的打擊，可說婦女衛生改革的動力來源。

（三）

近代中國婦女衛生之得以改善，除了受國族危機之刺激外，也與西醫之傳入有

關。西方醫學雖早在明末清初已輸入中國，但其理論與醫療體系之大規模登陸，則

是五口通商以後的事。此後，中國人有了一種全然不同的醫療選擇。儘管早期民眾

曾對這些會「開膛剖肚」的西醫有所疑懼，但由於西醫自有一套完整而精細的科學

理論，如解剖生理學、微生物學、藥物學、病理學等，均較傳統中醫具體而確切，

且又有精密的儀器與實際的療效作為支撐背景，再加上接觸的民眾與官員愈來愈

多，有不少中國人對於西醫的態度，乃逐漸從排斥轉為接納。而對於甲午戰後，籠

罩在一片「亡國滅種」烏雲之下的知識分子而言，西醫迅速的療效，似乎也提供了

政治、社會改革之外的另一帖救國良藥，一些較開明的知識分子乃提出「醫學改良」

的呼籲，企圖透過「醫學救國」來提升中國人民的健康素質，以達成「保種」，甚

至「強種強國」的終極目標。至此，西醫在中國的立基更加穩固，勢力也愈見雄厚，

晚清新政已將西醫納入高等教育中；民國以後，西醫更在衛生機構的支持下，取得

主導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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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醫傳入之後，一些醫療知識隨即透過傳教士醫師，以及翻譯書籍的力量，逐

漸影響中國民眾，而婦產科醫學也包含其中。在不纏足運動風起雲湧之時，人們對

於纏足之妨害健康，除了畸型的表相之外，中國的士大夫與中醫仍多從傳統醫籍的

經脈、血氣運行之理，來推論纏足可能對母親或胎兒的影響。反觀西醫，則以實際

的臨床案例，與眾多的統計數據，配合先進的儀器，從科學與解剖生理學的層面，

分析纏足對婦女健康的影響。

另外，對於多數女性所必經的月經與孕產歷程，西醫因有解剖生理學作為基礎，

其對女性生殖器官、受孕、懷胎、分娩等現象，較能以確切而具體的理論，深入闡

述。不僅迥異於中醫之比附於自然現象，或陰陽五行等抽象概念，同時也回歸正常

生理的觀點，使「月經不潔」此等污名化的觀念，得到一定程度的修正。其次，受

惠於營養學與醫療器材的發達，西醫已能精確地針對孕婦所缺乏的營養素及併發

症，提出預防之道，而透過專業婦產科醫師及儀器實施詳細的產前檢查，則有助於

孕期病症的治療及矯正胎位。再者，微生物學及病理學的發展，也使西醫釐清經期

感染、「產褥熱」與「新生兒破傷風」的致病原因，強調清潔與消毒的重要性，不

僅為婦女保健提出遵循的方向，革除一些不合理的民間習俗（如「血暈」之說所造

成的產後習俗），同時也較能預防婦嬰因生產引發感染，降低死亡率。值得注意的

是，在西醫清潔衛生觀念的影響下，商人也據此生產符合此種標準的女性經期用品，

從 1920 年代的「衛生布」、「月經帶」，到 1930-1940 年代的「衛生衲」、「衛生

棉」、「順利帶」、「月經擋」等，雖是名稱各異，但主要訴求均強調其產品經過

科學的消毒過程，不僅使用方便，且衛生可靠，有益身體健康，可完全根除傳統女

性「十女九帶」的煩惱。

西醫對中國產科醫療化的影響，除了上述面相之外，也包含生產空間及助產人

員的革新。數千年來，中國社會一向有「生產觸穢」、「產乳不吉」的觀念，因此

婦女多半習慣在家生產，倘若有出外或賃屋者，往往只能自往偏遠之處待產，無法

獲得妥善的照顧；至於助產人員，則多由未受醫學訓練的穩婆，或熟悉的年長女性

所負責。西醫傳入之後，中國逐漸出現專門的婦產科醫療，不僅為婦女提供專業的

醫療服務，更提供了不同於以往的生產空間。雖然早期婦女礙於傳統觀念而就診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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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多，但在西醫戮力推展，以及民風漸開的情況下，至 1940 年代，部分婦女已逐漸

接納到院生產的方式，以獲得較妥善的醫療照顧。值得注意的是，近代選擇西醫接

生，或是願意到院生產的婦女，均以住在城市者為多，而且出現貧富差距兩極化的

情形。近代醫院多設於通都大邑，偏僻之區不僅缺乏醫院，甚至連西醫也相當稀少；

再加上住院生產，所費不貲，故有能力到醫院享受西醫接生者，多是家境較為富裕、

且受過新式教育的中上階層。不過，早期西醫為了拓展業務，並導正過去婦女不願

接受男醫助產、或不願離家生產的習俗，少數醫院曾提供若干免費接生、或免費住

院之名額，故有些赤貧者在經濟考量下，也接受此等新式服務。至於一般大眾，仍

以在家生產為多，而穩婆的勢力，也仍持續占有大部分的生產場域。因為她們價廉、

親切、便利（人數較多，常在產婦左近），再加上技術熟練、懂得吸收清潔衛生概

念的穩婆也不少，因此，直到 1920 年代末期，她們才受到重大的挑戰。

西式醫療對於產婦的服務，除了提供住院接生之外，專業醫師的診療也對婦嬰

生命提供較為可靠的保障。西醫專業的技術與設備，不僅能使順產的女性得到較好

的醫療照顧，同時也能在難產之時，及時提供剖腹手術，有效保障母嬰兩命。不過，

由於中國之西醫培育始自清末，且其培育之時間成本與經濟成本俱高，故直到 1949

年，中國的西醫人數仍嚴重不足，而專職的婦產科醫師或女性醫師，則更為稀少。

因此，早在清末民初，已有少數私人醫療組織與西醫，為了因應中國婦女不願接受

男性助產的民風，開始辦理新式的助產士教育，招收識字女性施以西醫婦產科理論

及訓練，以濟中國西醫與醫院之不足；並配合婦女在家生產的舊俗，提供到府接生

的服務。但因此等設施不多，再加上當時社會對於生產之觀念仍舊保守，傳統「生

產觸穢」以及穩婆的「三姑六婆」形象，依然籠罩中國，故早期的新式助產事業，

並不發達。

北伐成功後，政局相對穩定，在有心人士的奔走呼籲下，政府逐漸重視攸關國

力的婦嬰衛生，新式助產事業因此大幅擴展。在專家的建議下，政府採取「改良」

與「培育」雙管齊下的方式，來訓練助產專業人才。亦即，一方面開辦產婆訓練班，

改造舊式穩婆，二方面創設公立助產學校，培育新式助產士；而成立於民國十七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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底的北平產婆訓練所，以及成立於民國十八年底的國立北平第一助產學校，正是因

應上述策略，由政府介入革新助產事業的兩項重要指標。此後，一些地方都出現類

似的產婆訓練班，各省、縣也逐步成立許多公、私立助產學校，其課程則由教育部

委託國立北平第一助產學校，統一設計、規劃。此外，民國十七年以後，各級婦嬰

衛生機構也依次設立，各種助產法規亦相繼頒布。以上種種，都意味著中國的新式

助產事業，已在政府的主導之下，邁向一個全新的里程碑。值得一提的是，上述各

項措施的提出與規劃，均與婦嬰專家楊崇瑞有著密不可分的關係，因此，稱楊崇瑞

為「近代中國婦嬰衛生的奠基者」，實不為過。另外，透過政府的積極提倡，與學

校教育的專業訓練，知識分子對於新式助產士的評價，也有提升的趨勢。這一點，

從助產學校的學生多來自於中上階層，可以獲得部分佐證；而在國家的規範與監督

下，這些必須具備執照方能合法執業的女性，也躋身於專業人員之列，其社會地位，

已非傳統被列為「三姑六婆」的穩婆可以相提並論。

當然，對於廣土眾民的中國而言，這項由中央政府積極介入，始於民國十七年

的大規模婦嬰衛生改革運動，在民眾教育程度普遍不高、民力普遍貧窮，以及兵荒

馬亂的大環境中，想要在短期內達到全面以新法接生的目標，顯然是不可能的任務。

尤其是西醫婦產科醫師與助產士的收費，比起傳統穩婆要高出許多，所以有意願、

且有能力享受新法接生者，多為受過新式教育，以及中上階層的民眾為主。為了救

濟上述缺陷，中國政府曾推行公醫政策，透過各級衛生機構，派遣婦嬰衛生人員（包

括助產士）深入鄉間提供免費接生服務；同時，還發明接生包，藉由簡單的設備及

圖示，使傳統接生人員（穩婆或鄰人接生者）能實施消毒接生，保障婦嬰生命。儘

管與眾多的人口相較之下，享受新法接生的產婦可能人數仍低，但新式助產方式的

種籽，畢竟已被撒入中國的土壤之中。

（四）

英國學者琳達．柯莉(Linda Colley)曾指出：十八世紀末至十九世紀初，英國的

中下階層曾透過對民族主義運動的積極認同，作為改善自身政治、社會地位的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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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近代中國的婦女，也歷經類似的歷程。誠如黃金麟所言：當清末知識分子正致力宣

揚民族主義、建構國族之際，同時也對「身體」有著一份高度的著迷與堅持，努力

於各種身體改造運動。這些身體改造論者，將中國人民的身體健康，視為解決國難

的重要依據，從而使國家生存成為身體發展的首要前提。其中，衛生(hygienic)和體

能(physical)的改造面向，乃其主要的焦點，希望藉此達到振衰起弊的效果。2在此情

況下，女性因其具有孕育子嗣的天賦本能，而被戴上「國民之母」的桂冠，而其身

體健康也因此受到重視。這種言論，自清末以迄 1940 年代末期不斷出現。

從中國近代史的角度來看，這波源於「強國強種」的婦女衛生改革，雖然成效

未能即刻立竿見影，但卻成功地挑起人們對於民族生存與民族繁衍問題的關注。以

往中國雖重視家族延續，但卻重量不重質，在高出生率與高死亡率的傳統社會中，

鮮少有人真正關心這些現象的實際導因；至於人口素質，更是少有人提及。但在近

代危殆局勢的刺激，以及西方醫學的對照及影響之下，知識分子開始積極思考這些

過去不受重視的議題，並顯著地引發人們對「國族健康」的興趣。另外，婦女也在

這波國族危機中被動員起來，使中國社會在傳統「國家興亡，匹夫有責」的刻板印

象之外，加入另一半身為「國民之母」的女性人口；換言之，在「三千年未有之變

局」的陰影中，知識分子明確地感受到必須無分男女地全體動員，才能有效應付這

場前所未見的變局。這對長期由父系主導的中國社會而言，男性菁英如此一而再，

再而三地強調或推崇女性對於國家的重要性，的確是個鮮明而深刻的標誌。

再者，從婦女史的角度來看，雖然有學者認為這些重視女性的論調，並不是以

婦女自身的權益作為最高設想，而是以國族興亡為主要考量，並且在言論發展之初

也是由男性所主導，女性只是處於被動的地位，甚至和傳統作為生育工具的處境也

無太大差別。但值得注意的是，過去女性是為家族繁衍子孫，而今則是為國家民族

綿延國民，因此其地位已由過去家族的生產機器，提升為「國民之母」。而在持續

1 Linda Colley, “Whose Nation？ Class and National Consciousness in Britain, 1750-1830,” Past and
Present vol.113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for the Past and Present Society, 1986), pp.
97-117.

2 以上關於近代「身體生成」的部分，參見黃金麟，《歷史、身體、國家──近代中國的身體形成
(1895-1937)》，頁 1-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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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十年「強國強種」的呼聲中，以及隨著女學的逐步推展，不少女性從單向被動接

受的處境，漸漸轉為主動思考，從而與社會形成雙向互動，透過認同「國民之母」

的方式，積極為自己爭取發言的權利，再度深化自身對於國家民族的重要性。可見，

女性本身也正是藉著參與這個「孕」、「育」國族的機會，從傳統被忽略的地位逐

漸成為被討論的焦點；甚且，婦女受到重視關注的時機，也有別於傳統在懷孕或產

子之後，而是打從幼年開始，即在塑造「良母」（包括生理與智識）的期望中受到

重視。儘管有人質疑，在「國民之母」的桂冠之下，新一代女性其實有著比傳統婦

女更多元而沉重的責任必須承擔。3但近代婦女權益的深度與廣度，均比過去進步，

則是不爭的事實，而婦女衛生的改進更是明顯。當然，女性在這個被討論、被認同、

被重視的過程中，其身體也歷經了一個被「規訓」、被「國家化」的歷程。在國族

危機與醫學救國的警惕之下，為了能塑造健康的「國民之母」，產生優秀的民族後

代，盛行千餘年的纏足歪風終於受到遏阻；傳統被污名化以及隱諱陰暗的月經與生

產過程，也在國族健康的前提下被公開討論，並且提供更為先進的健康知識，作為

婦女保健的參考。而在外患頻仍的威脅之下，為了減少婦嬰死亡率，以保持人口優

勢與民族綿延力，政府甚至積極地運用國家力量，以西醫教育培養新式助產人才，

並配合公醫制度推廣婦嬰衛生。換言之，女性自我保健與孕產的觀念與行為，正由

過去自由選擇中醫觀念與民間習俗的行為模式，逐漸受到政府以西醫觀念為主導，

積極宣導與干預，企圖透過國家機器與資源，將婦女衛生的領域導向國家所認同的、

具有科學基礎的健康行為。於是，女性身體不再只是個人存在的生理結構，它同時

也是國家所企圖控制的「國民之母」的社會結構。儘管這項計劃在推展的過程中，

政府因受到經費資源與戰爭威脅的制約而成效有限，但近代中國女體有「國家化」

的傾向，仍是一個值得注意的現象。

最後，從醫療史的角度而言，近代西醫婦產科之傳入，不僅為中國二千餘年一

脈相承的婦產科理論注入新血，同時也使中國產婦開始經歷臥式分娩、住院生產、

由專業人員助產等不同於以往的生產經驗；而傳統無須專業知識與不受政府管轄的

助產行業，也逐漸被納入正規的醫療體系之中，並接受國家扶植、監督與管理。必

3 參見夏曉虹，《晚清與近代中國女性》，頁 75-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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須說明的是，儘管傳統已有穩婆處理順產，中醫負責難產的先例存在，但由於產婦

們多半不願男醫接生，故中醫實際參與生產的機會相對減少，以致一旦出現助產失

當的情形，穩婆時常成為中醫批評的對象。時至近代，當西醫較能有效地處理生產

事宜時，穩婆所受的攻擊與污名化，又更甚於過去，而其批判來源，則多半來自於

西醫，或是受西醫觀念影響的人士。此時，中醫不僅甚少攻擊穩婆，甚至在助產士

開始挑戰穩婆的市場時，中醫還時常協助她們鞏固生機。另一方面，西醫為了因應

中國保守的民風，以及拓展產科醫療版圖，他們搶先在政府之前，於清末民初開始

創設私立助產學校，並協助訓練新式助產人員；而在臨床實務上，西醫與助產士也

處於分工合作的關係，由助產士處理順產，西醫治療難產。換言之，近代穩婆與助

產士的競爭，其實就是中西醫競爭的另一面相。其後，西醫贏得政府的支持，甚至

成為衛生行政官員，以致助產事業得以透過國家資源逐漸擴展。儘管在 1949 年之

前，中國仍有不少婦女尋求穩婆之協助，採取舊法接生；但新式助產事業之於中國，

事實上是在兵馬倥傯的亂局中，經歷了「從無到有」的過程。在中華民國政府篳路

藍縷的草創階段奠定基礎，中華人民共和國在政局穩定之後，於此根基上繼續耕耘，

並逐漸獲得成效。至此，中國的婦女衛生終於衝破傳統的藩籬，向前跨出一大步，

中國女性獲得健康的途徑，也因此更加多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