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章 女子：國民之母

英國學者 Lesley Doyal 曾經指出：女人的自我概念，是基於文化架構而建立起

來的。但這文化建構，卻經常充滿著矛盾的價值，女性可能被推崇為母親，同時又

可能是病人與異類──病態、神經質、污穢、低下。因此，女性不但與男性不同，

而且在生理、心理及社會上，都不如男人。在此情況下，女性很難發展出自信、正

面的自我價值，以及健康的心理。1依照 Lesley Doyal 的觀察，女性的正面形象，主

要來自於母親的角色。其實，這些觀點也適用於評估社會對女性健康的關注情形。

2003 年臺灣性別研究學者張玨在《婦女健康權益報告書》中指出：「婦女健康長久

以來在世界大多數國家都被忽視，只有在其負擔生育責任時才會被重視，其目的是

保護將出生的嬰兒，而非婦女主體；這現象在我國亦然。」2張珏的觀察，不僅進一

步呼應了 Lesley Doyal 的論點，同時也指出女性健康長期以來被社會忽視的處境。

事實上，這種因子嗣而注重婦女健康的現象，在近代中國尤為明顯。晚清以來，

隨著國家遭受一連串的挫敗，中國人也面臨前所未有的困局，因此一方面嚐試變法

圖強、提振國力，他方面則將希望寄託於下一代，希冀未來的子孫能為中國開創光

明的前途。在此情況下，女性之於國家社會的功能開始受到重視，各界對女性「母

親」的角色也有越來越多的討論。光緒三十一年（1905）二月，上海《女子世界》

就有人賦詩提及：

黃帝子孫神明冑，緣何甘為奴隸死？乘此風潮好進行，大家勉造國民母。3

由此可見，近代中國婦女之受重視，似乎與其身為「國民母」的角色關係密切。本

章即試圖探討清末國勢阢陧的大環境中，中國人在思考國家處境，及為國家找尋出

路的同時，女性在何種情況下，逐步被納入建設未來國家的藍圖中，從而促使女性

1 Lesley Doyal, What Makes Women Sick: Gender and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Health（London:
Macmillan Press, 1995）, p.1.

2 張玨，《婦女健康權益報告書》（臺北：財團法人婦女權益促進發展基金會，2003），頁 83。
3 見《女子世界》2:2（上海：常熟女子世界社，1905.02），頁 10。按：該詩不著撰人，亦無詩
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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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受到時人的關注。

文分三節，首先敘述甲午戰敗對中國的衝擊，致使知識分子有「亡國滅種」的

危機感，及因而產生的各種「強國保種」相應措施。第二，延續上一節的脈絡，探

討在「保種」的呼聲中，知識分子如何將這些外在環境與理論，投射到女子對國家

社會應有的義務與貢獻，及時人對纏足與「強種」的聯想。過去關於這方面的討論，

雖亦提及纏足與女性健康，但主要著重於纏足與女學的關係。本文則針對纏足與健

康的關聯作討論，除借重當時文人所遺留的史料外，亦利用中醫的言論，及西醫對

纏足的科學研究，闡述纏足與保種的關係。第三，討論二十世紀後，「國民之母」

這一詞彙出現後，社會對女性關注的內容有何改變？文中也將討論女性對「國民之

母」的美譽有何反應？以及女性的自我期許與社會的期望，是否存在落差。

第一節 「亡國滅種」與「強國保種」

宣統三年(1911)陰曆二月二十四日，梁啟超(1873-1929)應臺灣林獻堂(1881-1956)

之邀，在友人湯覺頓(1878-1916)的陪同下，帶著女兒梁令嫻，乘日本輪船「笠戶丸」

離開橫濱，經馬關向基隆航行，於二十五日停泊馬關。對近代大多數的中國人而言，

這是一個令人傷心難過的地點。光緒二十一年(1895)陰曆三月二十三日，李鴻章就

是在此處的春帆樓簽下遭人唾罵的《馬關條約》。為此，康有為(1858-1927)曾有「千

古傷心過馬關」4的名句。此時的梁啟超，也不免感慨萬千，於是賦詩記愁，題為〈馬

關夜泊〉：

明知此是傷心地，亦到維舟首重回，十七年中多少事，春帆樓下晚濤哀。5

雖然已經事隔十七年，但甲午戰敗的陰影，卻依然籠罩著中國，並持續在各個層面

4 該詩寫於 1899 年，康有為自美洲東歸，乘船赴香港，途經日本，在馬關內泊船兩日，因有
感於《馬關條約》之恥，夜不能寐，乃提筆寫下〈二十四夜到馬關泊船二日即李相國議和立
約遇刺地也有指相國駐節處者傷懷久之〉一詩，全文如下：「碧海沉沉島嶼環，萬家燈火夾
青山，有人遙指旌旗處，千古傷心過馬關。」參見舒蕪等選注，《康有為選集》（北京：人民
出版社，2004），頁 192。

5 梁啟超，《飲冰室合集．文集》（北京：中華書局，1989），第 45 冊（下），頁 60。



第一章 女子：國民之母 27

27

發酵，影響著中國未來的命運。6

一、「東亞病夫」

光緒二十一年，當《馬關條約》即將簽訂消息傳回中國時，正在北京參加會試

的各省舉人為之譁然，在康有為的倡議下，眾人聯名上書請願，提出拒和、遷都、

練兵、變法等主張，期望朝廷能大幅革新，變法圖強，這就是著名的「公車上書」。

日後，康有為因此成為變法運動的領袖，並受到光緒皇帝的器重，與梁啟超等人推

動「維新運動」，試圖藉著更廣泛的變法，為遲暮的帝國注入振衰起弊的新動力。

另外，許多地方官員也紛紛投入各種形式的改革運動，如組織學會、發行報刊，或

在地方上推行新政。7

除了這些身在廟堂的官員之外，許多民間的知識分子也感受到強烈的危機感，

進而投書報紙發表議論。光緒二十一年三月，嚴復在天津《直報》發表〈原強〉，

以「病夫」比喻當時中國國事之沉疴難治，8並提出「鼓民力」、「開民智」、「新

民德」等處方，作為變法之根本。9另外，從光緒二十一至二十六年(1895-1900)間《申

報》的社論中也可以看出：人們對於中國之敗於蕞爾小國──日本，耿耿於懷，尤其

是在歷經三十載的洋務整頓之後，中國人原認為「雖未必果能與歐洲諸大國相抗，

而亦足以保邦以睦鄰」，故當牙山、平壤之役潰敗之際，「中外聞之，莫不驚疑；

大小臣工，同懷義憤」。10由是，報紙上出現各種分析國家衰敗及國勢險惡的文章。

6 有關甲午戰爭對中國影響的研究甚多，如：湯志鈞，《戊戌變法史》（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
葛兆光，〈1895 年的中國：思想史上的象徵意義〉，收入氏著，《中國思想史》（上海：復旦大
學出版社，2002），第 2 卷，頁 530-550；戚其章，王如繪主編，《甲午戰爭與近代中國和世
界：甲午戰爭 100 周年國際學術討論會文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弘治、張鑫典、
孫大超編著，《盛世之毀：甲午戰爭 110 年祭》（北京：華文出版社，2004）。

7 參見湯志鈞《戊戌變法史》的各節內容。
8 1853 年，鄂圖曼土耳其曾因國勢衰弱被譏為 Sick Man of Europen，此後該形容詞在西方廣為
流傳。而嚴復於 1877-1879 年間，留學英國，對此名詞應不陌生，故〈原強〉中以「病夫」
比擬中國，或與早年的留學經驗有關。關於 Sick Man 之論述，參見楊瑞松，〈想像民族恥辱：
近代中國思想文化史上的「東亞病夫」〉，《國立政治大學歷史學報》第 23 期（臺北：國立政
治大學歷史學系，2005.05），頁 12。

9 嚴復，〈原強〉，收於中國社會科學院哲學研究所中國哲學史組編，《中國哲學史資料選輯（近
代之部）》（北京：中華書局，1959），頁 369。

10〈論中國貧弱之原〉，《申報》（上海：上海書店，1982-1987），光緒 21 年 5 月 23 日。



女體與國族：強國強種與近代中國的婦女衛生(1895-1949)28

28

整體而言，此時已有不少人看出中國所以落後者，不僅是船堅砲利而已，而是普遍

的「貧」與「弱」所造成的更深層的問題。11

當然，這些困局也為眼尖的西方觀察家所發現，光緒二十二年(1896)十月初，

《時務報》曾轉載《字林西報》上一篇名為〈中國實情〉12的報導，指稱：

夫中國，一東方之病夫也，其麻木不仁久矣，然病根之深，自中日交戰後，

地球各國始悉其虛實也。西伯雷斯報素以見聞最確自居，昔云中國強甲天下

之說，其誰欺，欺天乎？而中國則向不我欺，其政治敗壞，匪伊朝夕，特未

見鏖兵，故不泄露耳。英爵臣名華爾司雷者，向以中國兵多將勇，深恐西國

滅於黃種。茲已洞燭實情，可高枕無憂矣。13

可見甲午之前，西方國家雖已知曉中國政治敗壞、麻木不仁，但猶澟於其民多兵眾，

未敢小覷；然而，甲午潰師，竟使中國虛實盡現、窘態畢露，以致外人不僅以「東

方之病夫」名之，甚至直指中國對西方已毫無威脅，西人從此可以「高枕無憂」，

其對中國知識分子之衝擊可想而知。稍後，《時務報》譯自《字林西報》的另一篇

報導，將中國、土耳其、波斯、摩洛哥並列，喻之為「天下四病人」。對此，身為

《時務報》總主編的梁啟超自然憂心忡忡，他經常在文章中沿用「病夫」之說，藉

以刺激中國人反躬自省、奮發圖強。14由於《時務報》及《新民說》在當時頗具影

響力，15「病夫」之說在其宣傳下，成為清末許多知識分子所熟悉的名詞，日後包

括康有為、陳天華(1874-1905)等人，都曾在文章中以「病夫」來形容中國所處的困

11 相關內容，可參見光緒 21、22 年《申報》上的社論。
12 該文原載於英國倫敦《學校歲報》上，經上海《字林西報》轉載，再由《時務報》譯成中文，
於 1896 年 10 月 17 日刊登。見楊瑞松，〈想像民族恥辱：近代中國思想文化史上的「東亞病
夫」〉，頁 8-9。

13〈中國實情〉，見《時務報》（北京：文海出版社據光緒 22-24 年線裝書重印，1987），第 10
冊，光緒 22 年 10 月 1 日，總頁 650。

14 請參見楊瑞松，〈想像民族恥辱：近代中國思想文化史上的「東亞病夫」〉，頁 17、20。
15 據研究，《時務報》初創時每期銷售 4000 份，半年後增至 7000 份，最多時達 1.7 萬份，是
當時中國人自辦報刊中發行量最大者。至於《新民說》的影響力，據張朋園的研究指出：在
1903 年時，《新民叢報》的發行量約有一萬份，銷售地區廣佈國內各地，日本、朝鮮、東南
亞、澳洲、美國與加拿大，其讀者包括海內外的學生、知識分子，甚至還函蓋部分透過像讀
報、宣講、演說與演說等管道，影響到一部分庶民；該文不僅在發行之初為人喜愛，後來還
屢經翻刻，以其他形式出版。以上分別參見方漢奇，《中國近代報刊史》（太原：山西人民出
版社，1981），頁 83。張朋園，《梁啟超與清季革命》（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64），
頁 296-2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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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呼籲清政府實施改革。16值得注意的是，早期「東亞病夫」一詞，其指涉對象

及意涵，主要是針對清政府統治之無能，但在知識分子因危機感而將之擴大解釋之

下，「東亞病夫」竟被轉換成近代中國人民身體狀況的健康診斷，17甚至成為中國

人提倡「強國強種」的背景之一。光緒二十三年(1897)張之洞(1837-1909)在〈戒纏

足會章程敘〉中，就以「病夫」二字，警惕中國人必須注意婦女纏足對下一代健康

所造成的不良影響；18民國六年《新青年》也有人呼籲女性要注意育兒細節，否則

將造成「國勢不振，國多病夫」19的下場。

此後，在中國人長期、且不斷地運用之下，「東亞病夫」一詞不僅是時人耳熟

能詳的詞彙，並且成為醫學人士提倡健康衛生觀念的前提。據筆者檢閱 1920-1930

年代的醫學雜誌，就有一些文章持此說法。如民國十七年，中國第一位女醫學博士

楊崇瑞(1891-1983)在提倡產科教育時就說：中國「東亞病夫之稱」，「為各國所公

認」。20民國二十五年三月的《醫事公論》中也有人提及中國人因「孱弱衰萎，致

被列強譏為東亞病夫」，21四月，又有人認為：中國雖是一個「人口眾多的東亞大

國」，但因「中國國民的健康程度太差」，猶如「一個呻吟床笫的病夫」，所以

自然無力與他國格鬥。22二個月後，又有人指出中國「國內衰弱殘病之軀成群，久

貽東亞病夫之譏評」23。而更令中國人無法忍受的「東亞病夫」之恥，則發生於同

年秋天。是年八月，第十一屆奧運會在柏林舉行，中國報名近三十個參賽項目，派

出 140 餘人的代表團。結果，在所有的參賽項目中，除撐竿跳高選手符寶盧跳過 3.8

米進入複賽外，其餘選手都在初賽中即遭淘汰。回程時，中國代表團途經新加坡，

當地報紙刊載一幅漫畫諷刺中國人：在奧運五環旗下，一群頭蓄長辮、長袍馬褂、

16 楊瑞松，〈想像民族恥辱：近代中國思想文化史上的「東亞病夫」〉，頁 17、28。
17 有關「東亞病夫」一詞涵義之發展與轉變，楊瑞松有深入的研究。參見氏著，〈身體、國家
與俠──淺論近代中國民族主義的身體觀和英雄崇拜〉，《中國文哲研究通訊》10:3（臺北：中
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2000.09），頁 87-97；以及楊瑞松，〈想像民族恥辱：近代中國思
想文化史上的「東亞病夫」〉，頁 1-44。

18 張之洞，〈戒纏足會章程敘〉，收入苑書義等編，《張之洞全集》（石家莊：河北人民出版社，
1998），頁 10061。

19 陳華珍，〈論中國女子婚姻與育兒問題〉，《新青年》3:3（北京：1917.05），頁 6。
20 楊崇瑞，〈產科教育計畫〉，見《中華醫學雜誌》14:5（上海：1928.10），頁 61。
21 李紫衡，〈從民族優生來挽救國難〉，《醫事公論》3:10（鎮江：1936.03.01），頁 7。
22 張一飛，〈國民健康運動與新生活運動〉，《醫事公論》3:13（鎮江：1936.04.16），頁 30。
23 葛克全，〈節制生育與國民健康〉，《醫事公論》3:16（鎮江：1936.06.01），頁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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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容枯瘦的中國人，用擔架扛著一個大鴨蛋，題為「東亞病夫」。24正因如此，民

國三十年蔣介石在對三民主義青年團全國幹部工作會議訓詞中，主張「注重體育」、

「提倡體育」，以期中華民族能「恢復健強，一洗東方病夫的恥辱。」25

二、「物競天擇」與「存其宜種」

近代中國知識分子之所以不惜藉由誇張「病夫」一詞的負面意涵，以刺激國人

反省改革，除了受甲午戰敗的打擊之外，還與流行於當代的進化理論(evolutionary

theory)有關。

在西方文化思想的古典淵源中，早在西元六世紀已有類似近代進化論（或演化

觀）的學說出現，然而科學的進化論則是近代的產物。26光緒三年(1877)嚴復到英國

留學，此時正是達爾文進論廣泛討論傳播的時期，他自然也接受進化論的薰陶。回

國後，因憂心於甲午戰後民族危機日益嚴重，乃於光緒二十一年開始著手翻譯赫胥

黎的《天演論》(Evolution and Ethics)，27並陸續在天津《直報》上發表心得，28文中

曾再三強調「物競」、「天擇」、「弱肉強食」、「優勝劣敗」、「適者生存」等

原理，藉以討論當時中國所處之世局，闡發「求變」以「救亡」的緣由。29如光緒

二十一年他的〈原強〉一文就指出：

物競者，物爭自存也；天擇者，存其宜種也。意謂民物於世，樊然並生，同

食天地自然之利矣。然與接為構，民民物物，各爭有以自存，其始也，種與

24 中國網，〈零的記錄與東亞病夫〉，網址如下：
http://big5.china.com.cn/chinese/zhuanti/262825.htm，2003 年 1 月。

25 參見楊瑞松，〈想像民族恥辱：近代中國思想文化史上的「東亞病夫」〉，頁 30。
26 進化論相關討論，請參見郭正昭，〈達爾文主義與中國〉，收入張灝等著，《近代中國思想人
物論．晚清思想》（臺北：時報文化出版公司，1980），頁 673；黃康顯，〈進化論思想與清末
革命思潮〉，《近代中國》第 38 期（臺北：1983.12），頁 151。

27 有學者認為：嚴復譯介的《天演論》，事實上融合了達爾文、史賓塞(Herbert Spencer,
1820-1903)、赫胥黎、以及他個人對這些學說的詮釋而成。見吳展良，〈嚴復的「物競天擇」
說析論：嚴復與西方大師的演化觀點之比較研究〉，《臺灣大學歷史系學報》第 56 期（臺北：
2002.05），頁 72。

28 1895 年年底，嚴復即已完成草稿，惟出版則延至光緒 24 年(1898)。但在這幾年期間，嚴復
已於天津《直報》上發表了〈論世變之亟〉、〈原強〉、〈闢韓〉、〈救亡決論〉等文章。

29 黃康顯，〈進化論思想在中國的流傳〉，《幼獅學誌》18:4（臺北：1985:10），頁 1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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種爭，羣與羣爭，弱者常為強者肉，愚者常為智者役，及其有以自存而遺種

也，必強忍魁桀，趫捷巧慧，而與其一時之天時地利人事最其相宜者也。30

文中所介紹的「競爭」、「進化」觀點，恰恰為當時「中國衰落的殘酷景況」提供

「某一種解釋」，並為急於求變的中國人找到合理的支撐理論，31因此極受歡迎。

正如蔣夢麟(1886-1964)所指稱，「中國學者馬上發現它的實用價值……他們就這樣

輕易地為達爾文的科學研究披上一件道德的外衣，下面就是他們道德化的結果：他

們說『弱肉強食』，中國既然是弱國，那就得當心被虎視耽耽的列國喫掉才行。」32

不久之後，上海的《時務報》將嚴復這些發表在《直報》的文章重新刊登；33另

外，《申報》自光緒二十一年七月廿七日起，也曾六度連載名為〈開民之智〉的社

論，34闡述當時中國必須變法的因由。其首篇文章，開宗明義即言：

今春有某日報載一論說，名曰原強，洋洋數千言……大旨言英人達爾文之物

類宗衍一書，而以其中之二篇推闡至詳，析理精微，令人驚心動魄，一曰爭

自存，一曰遺宜種，總有生之物，而能有以自存而遺種也，必於天時、地利、

人和最相宜者也……其論中國之弊，探本窮源，能言人之所不能言，并能言

人之所不敢言。35

顯然，〈原強〉的確為不少知識分子帶來「驚心動魄」的震撼，而這一系列刊載於

《申報》的文章，也勢必引起更多的注意。再者，此時也正是康、梁等人與嚴復開

始接觸的時候，兩人均受嚴復《天演論》的影響甚深。36如康有為據公羊《春秋》

三世之說，由據亂而進於升平，再入於太平之說，即是基於進化的觀點所提出的主

30 嚴復，〈原強〉，頁 357。
31 黃康顯，〈進化論思想與清末革命思潮〉，頁 152。
32 蔣夢麟，《西潮》（臺北：世界書局，1960），頁 194。
33 王蘧常，《嚴幾道年譜》（臺北：新文豐據侯官嚴氏叢刊本影印，1997），收於《叢書集成》
第 86 冊，頁 30。

34 這六篇社論在《申報》登出的日期分別如下：1895.07.27、1895.08.03、1895.08.14、1895.08.24、
1895.08.31、1895.09.07。

35 不著作者，〈開民之智〉，《申報》，光緒 21 年 6 月 6 日。
36 黃康顯，〈嚴復所承受赫胥黎的變的觀念：維新運動的原動力〉，《大陸雜誌》66：6（臺北：
大陸雜誌社，1983.06），頁 28-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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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37梁啟超更是對進化論大加推崇，不但據以內化成自己的歷史進化論，在日後

出版的《清議報》和《新民叢報》中，均經常引用進化論的學說。38另外，與進化

論相關的文章，也經常出現於《新民叢報》之中。39由於此時是「梁先生的文章最

有勢力的時代」，40天演進化的理論透過他的宣傳，影響力自是不容小覷。

除了維新派的重要人物之外，嚴復的影響力也直達天聽，光緒二十四年他奉詔

入京，41並在京師引起一陣請益的風潮。42再者，清末的革命黨人也深受其影響。胡

漢民(1879-1936)曾在《民報》中指出：

自嚴氏書出，而物競天擇之理，釐然當於人心，而中國民氣為之一變，即所

謂言排外、言排滿者，固為風潮所激發者多，而嚴氏之功，蓋亦匪細。43

此後，《民報》介紹進化論相關的文章漸漸增加，使進化思想得以滲入革命思潮中。

如蔡元培(1868-1940)、吳敬恆(1865-1953)、鄒容(1885-1905)等人，也好以進化論來

闡述革命理念。至於革命派領袖孫文(1866-1925)，更直言「于西學則雅癖達爾文之

道」，他也解釋中國為何要推行民族主義時就明白提到：「照進化論的天然公理說，

適者生存，不適者滅亡，優者勝，劣者敗。」中國若要做適者、優者，就必須要革

命，否則無法在物競天擇的世界中生存。44顯然，清末的革命運動，亦與進化思想

有深厚的關係。

37 吳康，〈晚清今文學家之進化思想〉，見《東方雜誌》復刊 3:8（臺北：1970.02），頁 40-42。
38 梁啟超引用進化論思想之文章甚多，如：〈國家思想變遷異同論〉、〈論學術之勢力左右世界〉、
〈釋新民之義〉……等，請參見《清議報》及《新民叢報》相關文章內容。另，關於嚴復《天
演論》對梁啟超的影響，本文在此僅舉數例，詳情可參看張灝，《梁啟超與中國思想的過渡》
（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1995），頁 46-48；潘光哲，〈畫定「國族精神」的疆界：關於
梁啟超《論中國學術思想變遷之勢的思考》〉，收入《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 53
期（臺北：2006.09），頁 40-41。

39 二十世紀初，《新民叢報》介紹進化論相關之文章不少，如：光緒 28 年(1902)〈天演學初祖
達爾文及其傳略〉、〈進化論革命者頡德(B. Ridd)之學說〉等文。此外，該報的「介紹新書」
一欄，也曾介紹過馬君武譯的《達爾文天擇論》、《達爾文物競論》，以及麥仲華譯，頡德原
著之《人群進化論》(Social Evolution)。以上參見黃康顯，〈進化論思想在中國的流傳〉，頁
164。

40 胡適，《四十自述》（上海：上海書店，1990），頁 93。
41 王蘧常，《嚴幾道年譜》，頁 43。
42 黃康顯，〈嚴復所承受赫胥黎的變的觀念：維新運動的原動力〉，頁 32。
43 胡漢民，〈述侯官嚴氏最近政見〉，《民報》（臺北：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黨史會影印，1983），
第二號(1905.02)，頁 5。

44 以上各革命黨人對《天演論》的反應，參見黃康顯，〈進化論思想與清末革命思潮〉，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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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於一般的庶民大眾，對此學說也不陌生。光緒三十一年(1905) 胡適在上海澄

衷學堂就讀，國文老師曾要求學生購買《天演論》作為讀本，作文課上也以「物競

天擇，適者生存」為題。此外，他還提到當時「天演、物競、淘汰、天擇」等術語，

都漸漸成了報紙文章及許多愛國志士的「口頭禪」，甚至還有許多人用此名詞做自

己或兒女的名字，他的名字「也是這種風氣底下的紀念品」。45另外，生物學家陳

兼善(1898-1988)也曾提及：自從嚴復介紹《天演論》之後，報章雜誌上經常出現「物

競天擇」、「優勝劣敗」之類的話，幾乎成一種「日常用語」，46甚至被說成是「一

切眾生界，皆不能逃此公理」的「最有勢力之學說」。47事實上，《天演論》正式

出版後，銷售情形一直不錯，僅就商務版來說，自光緒三十一年(1905)初版，至民

國十六年(1927)間就印了二十四版；48而曾翻譯《達爾文物種原始》，以補充嚴復《天

演論》不足的馬君武(1882-1939)，也曾在民國七年說：「此等重要書籍，誠有四五

十種流行國內，國民之思想或起大變化歟」。49另外，根據民國廿四年出版的全國

總書目，有關進化論的書籍，也有三十種以上，50可見進化思想的熱潮不僅盛行於

清末，甚且延燒到二十世紀前期。

三、「種戰」與「國民改造」

在「生存競爭，優勝劣敗」成為許多中國人所信服的鐵則後，「種族」51與「民

153-154。
45 胡適，《四十自述》，頁 99。
46 參見陳勝崑，〈進化論在中國〉，《綜合月刊》第 157 期（臺北：1981.12），頁 131。
47 不著作者，〈論天演與命運〉，《東方雜誌》（台北：臺灣商務印書館重印，1971-1973），4:9
（上海：1907.09），總頁 10294。

48 陳勝崑，〈進化論在中國〉，頁 130。
49 馬君武譯，《達爾文物種原始》（臺北：臺灣中華書局，1984 臺三版），〈序詞〉。
50 國立中央圖書館編，《近百年來中譯西書目錄》（臺北：中華文化事業出版社，1958），頁 67-69、

219-220。
51 Ivan Hanaford 認為：「種族」(race)一詞遲至西元 1200 至 1500 年之間，才出現於歐洲的詞彙
中，且其原意亦與現在的用法大異其趣。一直要到十八世紀晚期，隨著法國大革命、工業革
命等天翻地覆的政治、經濟、社會大變革，種族一詞才充分概念化，成為西方區分人群、解
釋世界的主要框架。十九世紀以降，復因生物科學的發展與西方殖民霸權的擴張，種族論述
更普遍化而為全球性的概念範疇。十九世紀後期，此一概念才通過日本傳入中國。以上參見
沈松僑，〈我以我血薦軒轅--黃帝神話與晚清的國族建構〉，頁 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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族」思想，52也自國外引進。中國雖早自先秦已有「非我族類，其心必異」、嚴夷

夏之防的「族類」思想，但那只是一種游移在「種族」與「文化」之間的柔性界線

(soft boundary)，53與近代西方所強調的集全國民之力，搏成一堅強國家，以排斥、

或對抗外人的種族或民族主義，大不相同。換言之，當近代中國已遭受一連串挫敗

之後，實有必要將傳統所強調的王道（或文化）民族主義，轉變成近代西方式的霸

道民族主義。54唯有如此，方能有效對抗西方「民族帝國主義」55之侵略。

十九世紀末，西方近代的「種族」概念，經由日本漢學家岡本監輔(1839-1904)

《萬國史記》等書的介紹，結合「物競天擇」、「種與種爭」的論述，迅速在中國

流傳，「種戰」、「保種」等論調因而喧騰一時，56康有為就在《大同書》中，以

「優勝劣敗」式的淘汰，來闡釋各色人種間的競爭問題，並指出這是「天演之無可

逃者」。57此外，「民族」、「國族」等詞也是當時常見的套語，58成為知識分子用

以號召國人團結，頡抗列強帝國主義的良方。就在這些知識分子積極的建構之下，

一個以黃帝軒轅氏為共同始祖，有著一系列共同民族英雄的國族──「中華民族」，

逐漸成為中國人熟悉的自我稱謂，59而在建構國族的過程中，現代涵義的「國家」

52「民族」，英文為 people 或 nation，通常是指涉文化上，或是人類學上的概念；現今學界則多
半予以更精確的定義：「民族」是指一個人群主觀的認同範疇，而此範疇之所以形成，是在
特定的政治、經濟條件中，利用共同的自我符號(emic)及族源歷史，來強調族群內部的一體
性，並設定族群邊界以排除他者(other)，同時更在主觀上強化本族群某些體質、語言、宗教
或文化特徵。以上參見朱浤源，〈從族國到國族：清末民初革命派的民族主義〉，收入《思與
言》30:2（臺北：1992.06），頁 17；沈松僑，〈我以我血薦軒轅--黃帝神話與晚清的國族建構〉，
頁 5。

53 羅志田，〈夷夏之辨的開放與封閉〉，收入《民族主義與近代中國思想》（臺北：東大圖書公
司，1998），頁 35-60。

54 金耀基，〈民族主義與文化主義──中國現代知識分子的一個衝突〉，《文化中國》1:3（加拿
大 Burnaby：1999.12），頁 16-23。

55 此一名詞為梁啟超所提出，指當時侵略亞洲各國的西方民族國家。梁啟超，〈國家思想變遷
異同論〉，總頁 5999。

56 沈松僑，〈我以我血薦軒轅--黃帝神話與晚清的國族建構〉，頁 28。
57 康有為，《大同書》（北京：北京古籍出版社，1956），頁 117-118。
58 沈松僑，〈我以我血薦軒轅--黃帝神話與晚清的國族建構〉，頁 28。
59 關於近代中國國族的建構歷程，參見朱浤源，〈從族國到國族：清末民初革命派的民族主義〉，
頁 7-38；沈松僑，〈我以我血薦軒轅--黃帝神話與晚清的國族建構〉，頁 1-77；沈松僑，〈近
代中國民族主義的發展：兼論民族主義的兩個問題〉，頁 49-119；沈松僑，〈召喚沉默的亡者：
我們需要怎樣的國族歷史？〉，頁 241-246；沈松僑，〈振大漢之天聲──民族英雄系譜與晚清
的國族想像〉，頁 81-1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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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國民」概念，60也逐步取代傳統的「朝廷」與「臣民」，民眾漸漸認識到國家

是一個「有土地、有人民」，「自製法律而自守之」，「人人皆主權者，人人皆服

從者」的「人民公產」；61國民不再只是「出粟米、通貨財以事其上」的「臣民」

而已，62他們同時也是國家的構成基礎，並且還必須是「有國家思想，能自布政治」、

63負有相對權利與義務者。64值得注意的是，無論是國族建構，抑或是宣導現代「國

家」、「國民」概念，其最初因由，在於時人對國勢衰頹的憂心，在於對東西人種

「種戰」的恐懼，故其最終目的，無非是救亡保種。因此，時人對於「國家」、「國

民」的認知，亦始終強調國民對國家的義務為其特色，至於國民本身應有的公民權

力，則在國家巨靈的籠罩下，僅占小部分篇幅而已。65

無論如何，國民既已成為國家之基礎，一些知識分子乃進一步省視中國國民的

素質，提出「改造國民論」。這種想法，約萌生於甲午戰後。大體而言，其基本邏

輯是：中國前途危殆，將有亡國滅種之憂，主因在於構成國家的基本單位──國民，

不論在道德、品性，抑或智力、體魄等各方面皆問題重重，不僅無法因應世變之亟，

更無法承擔強國之責。因此，若要拯救危亡，並達成中國之富強，唯有對每一個中

國國民進行改造，才是正本清源之道。66這種思想，嚴復在〈原強〉中已有討論：

國之強弱貧富治亂者，其民力、民智、民德三者之徵驗也，必三者既立而後

其政治從之。

因此他提出「鼓民力、開民智、新民德」的建議。67這些言論，可說是近代「改造

國民」思想的先聲。稍後，梁啟超也附和此論，在《新民說》中，分別從十六個面

相，深入闡述其所以「新」民之方法，其內容涵蓋政治、社會、經濟、思想、道德、

60 沈松僑，〈國權與民權：晚清的「國民」論述，1895-1911〉，頁 685-733。
61 任公，〈少年中國說〉，《清議報》（臺北：成文出版社據橫濱居留地清議報影印，1967），第

35 冊，光緒 26 年正月 11 日，總頁 2269-2271。
62 以上參見沈松僑，〈國權與民權：晚清的「國民」論述，1895-1911〉，頁 692。
63 梁啟超，《新民說》（臺北：中華書局，1959），頁 16。
64 哀時客，〈論近世國民競爭之大勢及中國之前途〉，《清議報》，第 30 冊，光緒 25 年 9 月 11
日，總頁 1927。

65 沈松僑，〈國權與民權：晚清的「國民」論述，1895-1911〉，頁 685-733。
66 潘光哲，〈近現代中國「改造國民論」的討論〉，頁 68。
67 嚴復，〈原強〉，頁 3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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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俗等方面，藉以教育民眾，欲使「吾四萬萬人之民德、民智、民力」，皆可與西

方國家「相埒」。68革命領袖孫文則指出：「國與民弱且貧矣，不思有以救之，不

可也；救之而不得其道，仍不可也」。69他一再強調：「欲圖根本救治，非使國民

群懷覺悟不可」。70他還進一步指出：中國人有宗族意識過強、奴性與盲從性、缺

乏基本修身工夫、虛偽自大等弱點；因此，他進一步提出透過教育、發展科學、恢

復傳統優良道德，以及學習其他民族之長，來改造中國國民性。71鄒容、魯迅

(1881-1936)、錢玄同(1887-1939)等人，均同意中國民眾有許多不良習慣，的確有改

造國民之必要。至 1920-30 年代，中國所出現的「鄉村建設運動」，以及 1930 年代

胡適的「五鬼亂中華」論，72甚至民國二十三年南京國民政府所推行的「新生活運

動」，均可視為自清末以來的國民改造運動的延續。73

在林林總總的改造國民論中，中國人身體虛弱是許多人共同的看法，因此也有

人針對中國自宋代以來，社會上重文輕武，導致國民文弱的缺點，鼓勵民眾鍛鍊體

能，提倡尚武。如嚴復在〈原強〉中就特別指出：「論一國富強之效」，乃是「以

其民之手足體力為之基」，因此他認為「鼓民力」最為重要，鼓勵中國學習歐洲諸

國，操練人民、注重飲食養生、醫學等事，74促進國民身強體壯。換言之，嚴復已

觀察到，唯有國民擁有健康的身體，強壯的體力，才是國家富強之基。另外，梁啟

超在《新民說》也另立一節〈論尚武〉，75列述古今各國好武雄風，並鼓勵振興體

育、鍛鍊身體，提昇國民體質。76光緒三十年，《東方雜誌》也有「民質能尚武，

68 請參見梁啟超《新民說》的各節內容。
69《孫中山全集》（北京：中華書局，1985），第 6 卷，頁 229。
70《孫中山全集》（北京：中華書局，1985），第 5 卷，頁 103。
71 林家有，〈論孫中山改造國民性的思想〉，《華南師範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廣州：

2005.02），頁 10-15。
72 「五鬼亂中華」認為：「貧窮、疾病、愚昧、貪污、擾亂」是中國的五大仇敵，應予剷除。
胡適，〈我們走那條路〉，收入《胡適論學近著》（上海：商務印書館，1935），第 1 集，頁 439-453。

73 黃金麟，〈醜怪的妝扮：新生活運動的政略分析〉，《臺灣社會研究季刊》第 30 期（臺北：
1998.06），頁 163-203。

74 嚴復，〈原強〉，頁 371。
75 梁啟超，〈新民說〉，《新民叢報》（臺北：藝文圖書館據光緒 28 年新民叢報編印本影印，1966）
第 1 號，光緒 28 年 2 月 8 日。

76 以上清末之尚武思想與「軍國民」運動，參見瞿立鶴，〈清末軍國民教育思潮〉，《師大學報》
第 29 期（臺北：1984.06），頁 27-52；黃金麟，《歷史、身體、國家──近代中國的身體形成
(1895-1937)》，頁 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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則國強，強則存；民質不尚武，則其國弱，國弱則亡」的說法。77這類尚武的理論，

後來還與奮翮生（蔡鍔筆名，1882-1916）所提倡的「軍國民教育」相互合流，成為

近代中國人講求軍事訓練及體育的主要論調，並獲得不少人同聲贊揚，如：蔣方震

(1882-1938)、張謇(1853-1926) 、麥孟華(1876-1915)等人，均附和此等言論。78當然，

中國人身體羸弱，也與時人的衛生習慣不好有關。光緒三十一年出版的《東方雜誌》

中就有人指出：中國因「國與民不知衛生關係絕重」，故環境髒亂不堪，身體欠佳；

79而清末上海公共租界的醫官，更直指中國人「有污濁不治之人格」，「隨地涕吐」，

以致癆症肆虐橫行。80除了吐痰之外，共食、瀉鼻涕、掐鼻孔、不刷牙、剃牙垢、

公然打嗝、扒腳叉、放屁、終年不沐浴、不洗生殖器等，也是近代中國人令人嫌惡

的惡習，而這些習慣，又常是造成病菌傳播的重要途徑。因此，講求衛生之道也是

聯繫近代國族和個人之間的一條重要管道。81因為，「無論智能什〔怎〕麼發達，

品性什〔怎〕麼端方，怎能靠著孱弱的身體，做出大事業來呢？」82當然，其最終

訴求，仍不脫於「上可以強種保國，下可以強身健體」的主流思維。

四、「優生」與「種族改良」

正當「物競天擇」說與「改造國民」論的熱潮仍持續在中國沸騰之時，另一與

之關係密切，甚至為「改造國民」提供正當性的理論，也在二十世紀初傳入中國，

那就是優生學(eugenics)。雖然古代斯巴達人和希臘人都有優生的主張，83但現代優

生理論則與演化說息息相關。當「物競天擇，適者生存」的學說被提出後，人們很

77 不著撰人，〈論尚武主義〉，《東方雜誌》2:5（上海：1905.05），總頁 3878。
78 瞿立鶴，〈清末軍國民教育思潮〉，頁 27-52。
79 不著撰人，〈衛生論〉，《東方雜誌》2:8（上海：1905.08），頁 156-157。
80《工部局衛生清冊．一千九百零八年造》（上海：商務印書館代印，1909），頁 1b。
81 關於近代中國「衛生」概念的涵義及論述，請參見雷祥麟，〈衛生為何不是保衛生命？民國
時期另類的衛生、自我、與疾病〉，《臺灣社會研究季刊》第 54 期（臺北：2004.06），頁 17-59。

82 初我，〈為母的心得〉，《女子世界》1:7（上海：常熟女子世界社，1904.07），頁 5。
83 斯巴達人規定：普通男子和低能婦人結婚的，須受刑罰。希臘哲學家柏拉圖(Plato, 427-437)，
則唱「國家的洗滌」，恰如牧畜芟除惡種，保護良種一樣；國家對於民族的選擇，亦不可怠；
他在所著的《共和國》(Republic)中，主張父五十歲，母四十歲以上所生的子女應殺，身有殘
疾者，也應殺；又說醫學是使無用的人生存，使產生更弱於其父的子女云云。參見胡步蟾，
《優生學與人類遺傳》（臺北：正中書局，1959 臺初版），頁 1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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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就意識，人類本身也是通過長期的自然淘汰才逐步進化成現代人。近代人們將人

類文明（包括科學、技術、法律、宗教、倫理、道德等）對自然環境和生活方式的

影響列入考慮後，乃產生兩種形似對立而實則互補的看法。其一，是認為人類可以

創造合適的環境，令適者生存，甚至連本來無法存活或繁育的個體也能延續後代，

其結果將導致不良的遺傳結構在人群中增加。其二，則是認為：人類社會可以運用

知識和才能，比大自然更為有效地和更成功地改進其後代的遺傳素質。達爾文的侄

子高爾頓(Francis Galton, 1822-1911)首先認識到這兩種可能性。1883 年他在所著的

Inquiries into Human Faculty and its Development 書中，首先創用「優生」二字。從

字面上來看，eugenics 是由希臘字”eu” 和”genos”二字合成。”eu”是「優」「良」的

意義，”genos”是「生產」、「誕生」之意，故”Eugenics”的意義就是要「生好的」

(Well born)。高爾頓認為：既然人的生理特徵明顯地世代相傳，所以社會應對遺傳

做一個清醒的決定，即避免「不適」人群的過量繁殖以及「適應」人群的不足繁殖。

根據高爾頓本人對優生學所下的定義是：「研究在社會統制下的足以改善，或滅卻

後代人種身心品質的動力底學問。」84顯然，優生學可說是對達爾文演化論的另一

種社會解讀。

優生學出現後，曾在近代西方引起廣泛的注意，如 1912 年倫敦優生教育協會曾

舉辦國際優生會議，85參加的國家多達十餘國，會後成立「國際永久優生委員會」

(Permanent International Eugenics Committee)，此後，陸續加入新的成員，各委員國

也先後舉行委員會，86有些國家甚至還制定相關學會和法令，87致力於種族改良運

動。其後，希特勒(Adolf Hitler,1889-1945)及墨索里尼(Benito Mussolini, 1883-1945），

均厲行優生政策，藉以改進民族之素質。因此 1920-1930 年代，可說是優生學說的

全盛時期。至二次世界大戰時，德國納粹黨甚且以優生學說作為屠殺猶太人的藉口，

84 胡步蟾，《優生學與人類遺傳》，頁 1。
85 高梅芳，〈種族衛生論要（下）〉，《醫事公論》3:6（鎮江：1936.01.16），頁 11。
86 胡步蟾，《優生學與人類遺傳》，頁 173。
87 1930 年代中期，法、義兩國設有人類學協會，蘇聯設有優生學部，美、荷、挪、德、日等
國，均有婚姻法或民族衛生政策。參見高梅芳，〈種族衛生論要（下）〉，頁 11；不著作者，〈國
民衛生常識講壇〉，《醫事公論》3:21（鎮江：1936.08.16），頁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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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才引發世人反省，進而促使許多的國家取消相關法案。88

反觀中國，雖古代亦曾有限制近親結婚，以防止亂倫及預防疾病的習俗，89但

其相關作為，卻似乎僅止於此。在「不孝有三，無後為大」的強大壓力下，多數中

國人更注重的，是香火能否傳續、人丁能否興旺的問題。民國七年魯迅(1881-1936)

就曾提到這麼一段話：「中國的孩子，只要生，不管他好不好！只要多，不管他才

不才。」90簡短幾句話，道出近代中國人口雖多，卻無法使國家強盛的關鍵因素。

民國八年《中華醫學雜誌》也有類似的論點：

〔中國〕國民四百兆，人口雖多，而賢且智者絕少，苟不急求宗嗣之改良，

人種之淘汰，其何以生存於天演說競爭之世哉？91

民國十一年又有人指出：「如果說人口數量繁多，種族便會強盛，那麼我國人口多，

號稱冠於全世界，早該做了全球的盟主了，為什麼到了現在還是有國之名，而無國

之實，國民到處都要受人欺侮呢？」92這些現實的政治困境，都是促使時人注意優

生理論的重要原因。

事實上，早在清末已有知識分子注意到優生理論；至新文化運動時期，則受到

更廣泛的討論。93只不過當時的名稱眾多，未見統一。如當時所出版的兩本優生學

譯著，雖然同是譯自美國學者 Charles B. Davenport(1866-1944)出版於 1911 年的

Heredity in Relation to Eugenics，但其中文譯名卻不相同，一為《人種改良學》，一

88 Frank Dikotter，Sex, Culture and Modernity in China: Medical Science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Sexual Identities in the Early Republican Period (Hawaii: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1995),
p.116.

89《國語》中曾載：「同姓不婚，惡不殖也」；《左傳》也載：「內官不及同姓，其生不殖，美先
盡矣，則相生疾」。唐人孔穎達將之解釋為：同姓男女結婚，「生子不能蕃息昌盛」，以及「內
官若取同姓，則夫婦所以生疾，性命不得殖長。」而後代法律，如《唐律》、《明律》，亦都
有相關約束。部分人士認為：這些記載內容，具有某些程度的優生思想。相關討論，見張孔
文、張虹，〈中國古代優生思想文獻考〉，《中醫文獻雜誌》1997:1（上海：1997.01），頁 20-22；
吳笑山，〈淺談中國古代「正本」優生觀〉，《瀋陽師範學院學報》2000:4（瀋陽：2000.04），
頁 90-92；〈論我國古代的優生優育〉，《中醫藥通報》2002.:3（廈門：2003.03），頁 12-15。

90 魯迅，《隨感錄 25》，收於《新青年》5:3（北京：1918.09），頁 291。
91 胡宣明、杭海，〈婚姻哲嗣學〉，《中華醫學雜誌》5:3（上海：1919.09），頁 144。
92 瑟盧，〈產兒制限與中國〉，《婦女雜誌》8:6（上海：1922.06），頁 12。
93 康有為、梁啟超、章炳麟等人，均有「種族改良」的相關言論。見馮客，《近代中國之種族
概念》，頁 149-1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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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婚姻哲嗣學》。94在《人種改良學》中，開宗明義就告訴讀者：「人種改良學

者，謂改善男女配偶之選擇方法，而使人類種族各具優良之學也。」95可見，婚姻

選擇是手段，人種改良則是目的。民國十四年三月《婦女雜誌》也刊載一篇介紹優

生學的文章，內容指出：

優生學即善種學，在西洋原是新學問，紹介到中國自然是近年的事了。他的

目的簡單的說，是在謀民族的質改良，他想不要使優秀份子減少下去──在某

方面的增加他也是願望的──一方面卻希望不良份子漸漸減少。96

這些內容，除了透露優生學引進中國的時間及其他譯名外，同時也明白指出：優生

的目的在謀求「民族質的改良」，而達成此一目標的手段則有兩種：一是使優秀份

子得以延續，二是使不良份子逐漸減少。當然，要使優秀分子得以延續，其前提必

須透過優異的男女雙方來綿延子嗣，因此除了「優生學」、「善種學」、「人種改

良學」之外，也有譯為「婚姻哲嗣學」及「哲嗣學」等名詞的。97另外，1930 年代

也有人以「種族衛生學」98或「民族衛生學」99來名之。

優生學雖早在二十世紀初即傳入中國，但華人真正到國外專研此一學科的，則

以潘光旦(1899-1967)為嚆矢。民國十一至十五年間，原就讀於清華留美預備班的潘

光旦赴美攻讀動物學、古生物學、遺傳學等相關學科，這位日後成為中國著名優生

學者及社會學家的年輕人，在留學期間已開始在國內報章雜誌上投稿，討論中國的

人口問題，宣導優生概念。民國十三年他在《東方雜誌》上投稿〈中國之優生問題〉

指出：

人類生存，不出進化範圍之外，天擇律之繩人，初不減於其繩其他有生之物：

適者存，不適者亡。然自人類意識之發展，文化之演進，自然選擇而外，乃

94 潘光旦，〈優生概論〉，收於《潘光旦文集》（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3），第 1 卷，頁
263。

95 陳壽凡，《人種改良學》（上海：商務印書館，1919 年初版，1928 年五版），頁 1。
96 開時，〈婚姻制度和優生問題〉，《婦女雜誌》11:3（上海：1925.03），頁 23。
97 潘光旦，〈優生概論〉，頁 251；亦見於胡步蟾，《優生學與人類遺傳》，頁 1。
98 高梅芳曾於民國 24 年 12 月，至 25 年元月間，連續三次投文介紹「種族衛生」。見氏著，〈種
族衛生論要〉，《醫事公論》3:4-3:6（鎮江：1935.12.1-1936.01.16），頁 1-3；9-13；11-12。

99 不著作者，〈國民衛生常識講壇〉，《醫事公論》3:21（鎮江：1936.08.16），頁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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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所謂文化選擇或社會選擇者出，以支配種族之生存問題。自然選擇，簡稱

曰天擇，文化選擇可簡稱曰化擇。文化愈進，則化擇力愈周遍，天擇力愈減

縮。100

優生學原就與演化論關係密切，潘光旦由此觀點切入，令熟悉天演公式的中國人更

容易接受，當然他也提出新的思考方向，指出人類社會中，除了生物學上的自然篩

選外，應當還有文化或社會的選擇，而這些選擇將影響到種族的生存延續。他同時

也指出：文明愈進步的社會，其化擇的力量愈周延。似乎有暗示國人接受優生觀念，

以利中國進於文明發達國家之意。值得一提的是，這位留洋接受新思想的學者，卻

在本文裡對中國古代「門當戶對」的觀念，以及因科舉考試進而影響人民婚姻選擇

等行為，持正面肯定的態度，因為他認為這些習俗對中國過去人種的提昇，具有若

干幫助之效用。101不過，這樣的主張卻引發魯迅胞弟周建人(1888-1984)的質疑，他

反問：倘若門第主義、科舉制度等都是合於優生學的，「那麼這樣合於優生學的制

度行了幾千年，中國民族一定應該進步了，現在中國人的文明創造力怎麼樣，和別

國生存競爭的能力又怎樣呢？這大概無論何人都不敢說中國民族現在是最強盛的民

族罷？」102姑不論孰是孰非，但從周建人的言語裡，可以看出時人對中國民族之缺

乏自信，以及已經注意到優生問題的事實。民國十五年潘光旦獲碩士學位後，回國

於上海、北京等地的大學執教，講授優生學，並著有《優生原理》及相關論著十多

種，對中國優生理念之傳播，影響重大。

在討論近代中國優生觀念之傳播時，必須注意的是，美國珊格爾夫人(Margaret

Sanger,1879-1966)之來華訪問，也有推波助瀾之功。珊格爾夫人原是一位看護，因

目擊貧民家庭受多子之累，以致生活陷入困境，許多婦女也因多產或忙於育兒，以

致失去健康，甚至為此墮胎而死，所以領悟到「產兒制限」(Birth Control)的必要，

並提出：「婦女解放的必要條件，並不在參政權，而在能夠支配她自己的身體。」

100 潘光旦，〈中國之優生問題〉，《東方雜誌》，21:22，總頁 60967。
101 潘光旦，〈中國之優生問題〉，總頁 60974-60975。
102 周作人，〈讀中國之優生問題〉，收於《潘光旦文集》（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3），頁

3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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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4 年開始，她公然倡導產兒制限的理想。103雖然她本人曾因此被捕入獄，但產兒

制限一事，卻也因此大為世人所注意。除了有人直接聲援，向美國總統請願之外，

學者也對此事多加措意。美國學者威梗姆就著〈產兒制限與新種族〉指出：「產兒

制限是能在自己的國民裡改良民族的工具」；104英國學者愛理斯也著〈產兒制限與

優生學〉論述「產兒制限終還是惟一的利器，足以實現優生學上的選擇作用。」105當

然，珊格爾夫人本人也著《婦人與新種族》闡揚同樣的理念。106可見，在產兒制限

運動的推廣中，優生概念扮演著關鍵性的角色。

民國十一年四月美國珊格爾夫人來華訪問，這位因提倡「母性自由」而聲名大

噪的女士，曾為當時的中國帶來一陣討論節育的熱潮。對於講求「多福多壽多男子」

的中國人而言，宣傳「產兒制限」勢必引起爭論，因此，珊格爾夫在華期間的談話，

同樣以優生概念來減少阻力，甚至引發共鳴。例如：她在北京大學演講〈產兒制限

的什麼與怎樣〉時，除了重申限制生育的理念與方法外，更以「選種」的理念，配

合「一生便是好孩子」，以達成「社會的改良」的夢想來說服大眾；107而在上海家

庭日新會的演講中，她更直指：

中國文化發達很早，對於生產一層，卻任其自然，以致文化有停滯的現象，

現在應該趕緊採用科學的產兒制限法，以養成優良的人種，產生良好的兒

童。108

這段談話中，對中國文化有褒有貶，雖讚其文化發達很早，卻又指出當前停滯的困

境，因此鼓吹以科學的方法，限制不適合繁殖下一代的男女結婚，使健康及經濟能

力充足的父母多產，以培養優良的人種。另外，在接受婦女雜誌社的專訪中，她也

提到：產兒制限運動對於提昇中國的國際地位十分重要，因為中國的人口問題「對

103 建仁，〈珊格爾夫人自敘傳〉，《婦女雜誌》8:6（上海：1922.06），頁 19。
104﹝美﹞克梗姆原著，克士譯，〈產兒制限與新種族〉，《婦女雜誌》8:6，頁 83。
105﹝英﹞愛理斯原著，楊賢江譯，〈產兒制限與優生學〉，《婦女雜誌》8:6，頁 13。
106 無競，〈產兒制限之史的考察：珊格爾夫人《婦人與新種族》的介紹〉，《婦女雜誌》8:6，
頁 113。

107 Margaret Sanger 演講，胡適之譯，〈產兒制限的什麼與怎樣〉，原載於《晨報》副刊，轉載
自《婦女雜誌》8:6，頁 130、132。

108 Margaret Sanger 演講，張梓生筆記，〈珊格爾夫人在上海家庭日新會的講演〉，《婦女雜誌》
8:6，頁 1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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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數』的方面已多，現在正是在『質』的方面用工夫的時候。」109這對當時正積

極尋求國家民族出路的中國人而言，的確具有相當大的說服力。

事實上，早在珊格爾來華之前，已有人對她的到訪抱以殷切的期望，抵華以後，

上海《婦女雜誌》除了進行專訪外，還做《產兒制限號》專題討論，並在該專號書

首裡提到：產兒制限與種族問題、人口問題、社會問題關係重大；110緊接著，該社

記者又在〈迎珊格爾夫人〉一文中指出：夫人的到訪，除了能拯救被束縛的母性之

外，還能「革新孱弱頹廢的種族，改造腐敗紛亂的社會」，「所以我們為母性的自

由計，為種族的發展計，為國家的安寧計，都有歡迎珊格爾夫人的必要。」文末還

提到推廣產兒制限，可以「改造中國社會」、「發展未來的種族」。111而同期的雜

誌中也充滿類似的言論，其中，瑟盧的〈產兒制限與中國〉曾深入分析「產兒制限

與民族主義」，指出：

我們如果能彀依據人種改良學的學理，實行產兒制限，一方面更能講求衛

生，改良醫藥，那麼民族的質地，一定可以改良得許多。112

這種將「產兒制限」與改良種族素質相聯結，進而達成國家強盛的言論，充斥在該

專號中，同時，該期雜誌也摘譯前述的英美學者關於產兒制限與優生學的概念。113顯

然，無論是珊格爾夫人本人，抑或贊同其言論的人士，均以優生理念為產兒制限之

先鋒，以減低中國人的反感。民國十四年，在紐約舉行的「產兒制限」大會中，也

曾特意討論「優生學與種族改進」。114民國廿五年，中國也有刊物指出：「質的節

育論，是以優生學來主張節制生育。」115可見「產兒制限」就是實踐優生的消極作

為──使不良份子逐漸減少。

109 瞿世英，〈珊格爾夫人訪問記〉，《婦女雜誌》8:6，頁 5。
110 婦女雜誌社，〈本誌第八卷第六號產兒制限號預告〉，《婦女雜誌》8:6，書首內頁廣告。
111 不著作者，〈迎珊格爾夫人〉，《婦女雜誌》8:6，頁 2-3。
112 瑟盧，〈產兒制限與中國〉，《婦女雜誌》8:6，頁 13。
113 如前文所提的美國人克梗姆的作品：〈產兒制限與新種族〉；以及英國人愛理斯的著作：〈產
兒制限與優生學〉。

114 不著作者，〈第六屆萬國產兒制限大會之先聲〉，《婦女雜誌》11:3（上海：1925.03），頁 502。
115 馬芷君，〈婦女與節育〉，原載於《婦女周刊》第 7-9 期（北京：1935.03），轉載自盧士樵，
〈全民報的婦女周刊〉，收入北京市婦女聯合會編，《北京婦女報刊考 1905-1949》（北京：光
明日報出版社，1990），頁 5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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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然，任何事情都有正反兩面的評價，主張產兒制限的人，固然會從種族改良

的優生觀點來闡述自己的正當性，但反對者卻質疑：節育對於種族改良是否真的具

有效用？這種質疑在國外已然，116珊格爾訪問中國，自然也有人持此論調加以詰難。

當上海《婦女雜誌》產兒制限專號推出不久後，即有讀者王錫珍提出兩點質疑：「（一）

上智的人真個實行產兒制限了，那末，將來不是下愚的人更多了嗎？（二）全國人

人能夠限制產兒了，將來國民果真能夠比現在強嗎？」117從這些內容看來，這位讀

者雖是反對節育，但其據以反對的理由，仍是國民素質的良否。換言之，無論是贊

同產兒制限的也好，反對節育行為的也罷，他們的共同點仍是在於種族優生的重要

性。

伴隨產兒制限運動的討論熱潮，優生理念也因此出現在許多報章雜誌的版面

上，並隨之擴散。例如：民國十三年三月，《婦女雜誌》就有文章指出：「民族的

盛衰，端在民族的質優而不在量多」，「民族的強盛，全在性質優秀，在能創造文

明」。118同年九月也有人提及：「對於民族前途，人民需要質佳，不在量多」。119民

國十八年初，《河北民國日報》的附屬周刊《笳》，也刊文提到：「為人種改良，

要談限制生育問題。」120不久，又有人強調：「國以民立」，因此要「改善進國民

的體質」，「厲行優生」。121往後，隨著國步愈發艱難，以及世界優生風潮日益盛

行，至 1930 年代以後，優生學說不僅逐漸滲透到較低的文化層次中，122甚至還有醫

療人士想仿效外國，透過國家立法制訂優生政策，提昇人種素質。民國廿五年第四

次全國醫師聯合會基於「強國先從強種起」，乃「呈請政府，厲行優生節育，以強

民族」，並提倡婚前健康檢查。123另外，更有人直接指出：厲行優生可以使「不良

種子次第淘汰，優秀份子得以增長」，與「人種之優良，民族之復興」有莫大關聯。

116 瑟盧，〈產兒制限與中國〉，《婦女雜誌》8:6，頁 13。
117 王錫珍，〈產兒制限與節慾〉，《婦女雜誌》8:8（上海：1922.08），頁 117。
118 不著作者，〈人口和民族的盛衰〉，《婦女雜誌》10:3（上海：1924.03），頁 441-442。
119 不著作者，〈生殖率與人口〉，《婦女雜誌》10:9（上海：1924.09），頁 1359-1361。
120 謝評野，〈限制生育問題〉，原載於《笳》第 3 期（北京：1929.01.19）。轉載自魏東坡，〈河
北民國日報的笳〉，收入北京市婦女聯合會編，《北京婦女報刊考 1905-1949》，頁 287。

121 宗華，〈如何改進國民體質〉，《醫事公論》2:16（鎮江：1935.06.01），頁 17。
122 馮客，《近代中國之種族觀念》，頁 161。
123 李紫衡，〈從民族優生來挽救國難〉，《醫事公論》3:10（鎮江：1936.03.01），頁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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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4直到民國二十九年，無錫醫師丁福保還提及：當時論及「改良民族問題」者，多

以優生學為要。125然而囿於中國風習「素受傳統之誤，恆以『不孝有三，無後為大』

之警惕」，因此一般民眾對於「將來子孫之良莠，民族之優劣，更無所計及也。」126

再加上此時外患頻仍，戰爭傷亡不少，因此中國始終未立法推行優生理論，另外，

當時以三民主義為指導原則的國民政府，其實是主張增產人口的。127因此，國民黨

在民國三十一年的八中全會中，早已決定「獎勵人口增殖，及提倡優生」，128雙管

齊下。為此，也有倡導優生學者，主張：「請優秀家係努力生產，是國家社會之福

也。」129

由此可見，儘管當時中國並未仿效西國立法，嚴格執行優生政策，但其理論卻

已為知識分子及執政者所注意，並熱烈提倡，成為當時中國人熟悉的概念。另外，

至遲在民國廿四年年底，中國已有人仿效歐美進行健康檢查，因為「謀人類之健全，

殆無過於此者」，而婚前健康之意義，除了關乎子女之健康以外，更關乎「種族之

優劣，且為民族優生之根本。」。130甚至還有人提倡：若能「將婚前之體格檢驗一

項，列作法律上一種必要手續，實優生法實施之一大助力也。」131可惜的是，當時

中國實施健康檢查的情形並不普遍，主要是「大都市學校招生時舉行」，132根據民

國廿三年教育部所公布之資料，當時全國接受體格檢驗之學生，僅有 13550 人。133此

外，健康檢查「間或於衛生運動中見之」，「至鄉僻之區，交通不便，更無論矣，

即民眾腦海之中，亦都未有此印象。」134更令時人憂慮的是，當時大都市學校健檢

的結果中，生病者竟占 51%，「受高等教育之大學生尚且如此，其他各地人民健康

124 不著作者，〈國民衛生常識講壇〉，《醫事公論》3:11（鎮江：1936.08.16），頁 24。
125 丁福保，《結婚與優生學緒言》（上海：醫學書局，1940），頁 3。
126 不著作者，〈國民衛生常識講壇〉，頁 25。
127 Frank Dikotter，Sex, Culture and Modernity in China: Medical Science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Sexual Identities in the Early Republican Period, pp. 116-117.
128 潘素，〈為獎勵人口進一言〉，《婦女月刊》2:1（重慶：1942.06），頁 16。
129 丁福保，《結婚與優生學緒言》，頁 104。
130 不著作者，〈國民衛生常識講壇〉，《醫事公論》3:5（鎮江：1935.12.16），頁 21。
131 李紫衡，〈從民族優生來挽救國難〉，《醫事公論》3:10（鎮江：1936.03.01），頁 7-9。
132 不著作者，〈國民衛生常識講壇〉，頁 21。
133 張一飛，〈國民健康運動與新生活運動〉，《醫事公論》3:13（鎮江：1936.04.16），頁 32。
134 不著作者，〈國民衛生常識講壇〉，頁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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狀況也可想見一般了！」135另外，根據 1940 年代的調查顯示，當時全中國小學校學

生，竟有 4%「智力不及常格」。136雖然造成這些數據所牽涉的原因甚多，但當時

卻有不少人將之歸咎於長期以來，中國人種品質不良所致。137因為早在清末已有人

提及類似觀念，即「強國強種」及「改造國民性」的論點，無怪乎優生理論傳入之

後，會加強人們此一刻板印象。

第二節 纏足害種

近代中國的「改造國民論」，無論是道德、品性，抑或智力、體魄等方面的改

良，都是基於「後天」的角度，即針對已經出生的國民謀求素質的提昇。而在另一

方面，也有不少人著眼於未來，從先天的基點出發，講求注重女性的身體健康，以

孕育強壯的下一代，希冀從先天與後天雙管齊下，謀求國民素質之提升。其中，不

纏足運動的提倡，即是這種思想的表現。

不纏足運動雖在 1870 年代已有傳教士提倡，138但要到甲午慘敗，才促使有志之

士尋求更進一步的圖存之道。至此，不纏足運動成為有言論、有組織、有行動，在

社會上引起眾多迴響之運動。139檢視時人對於纏足的批判，除了基於人道考量，指

出纏足酷虐殘忍，有違人倫之外，亦指責「金蓮」使婦女步履艱難，不僅有礙日常

活動，且一旦有盜賊水火之災，則無法逃脫，坐以待斃。再者，梁啟超從纏足有礙

女學，使女子無學識、無生計能力，致令母教不正、國家經濟不足的說法，也風行

一時。140不過，清季不纏足運動之能蔚為風氣，引發朝野人士相繼重視的原因還有

一端，那就是纏足有害種族健康。141

135 張一飛，〈國民健康運動與新生活運動〉，頁 32。
136 汪明瑀，〈我國是否需要節制生育〉，《婦女雜誌》2:6（北京：1941.06），頁 9。
137 汪明瑀，〈我國是否需要節制生育〉，頁 10。
138 光緒 15 年(1889)英國傳教士秀耀春(F．Herbert James)就批評中國纏足，曰：「按地球幾百國，
猶中國有纏足之俗，殊出情理之外」，此舉不僅令人驚駭，且「大非疇王之制」，故提倡不纏
足運動。參見秀耀春，〈纏足論衍義〉，《萬國公報》（臺北：華文書局影印，1968），光緒 15
年 4 月，總頁 10365-10367。

139 林維紅，〈清季婦女不纏足運動(1894-1911)〉，頁 184-185。
140 林維紅，〈清季婦女不纏足運動(1894-1911)〉，頁 183、202。
141 學界對於纏足的研究頗豐，角度亦相當多元。相關文章，請參見緒論的研究回顧。本章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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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時人筆下的纏足與健康

光緒八年(1882)，《萬國公報》刊載署名抱拙子〈勸戒纏足〉一文，其中曾提

及纏足對女性身體的戕害：

嘗聞究醫道者謂：人遍身血氣，日夜運行不息，如一處束縛，則血阻而不周，

常生疾病。若女子自五、六歲纏束其足，則血氣必然不行。及至嚴寒，足脛

常冷不溫，而結靨縮甲，種種痛礙。且足之脛節，亦必肉消骨小，上體重而

下體輕，行步艱難，身體軟弱，倚杖扶牆，顛之倒之。迨及暮年，身愈衰弱，

多生疾病，此時方悔不如無纏足之強健便捷也。142

作者由中醫氣血運行之理，討論纏足將使血氣受阻，上下身體因而不相稱，致使女

子自幼童以迄老年，終身體弱的說法，日後為許多人所沿用，並成為反纏足人士撻

伐的主要原因。如：光緒二十一年四月，《申報》就有文章指出，手足之粗細、長

短、大小，有其自然之理，其目的在於「使其相稱便用，以盡夫造物之能」，而今

「足而裹之使小，則不稱其身」，不僅有違造物之意，且纏足之時，「痛入骨髓」，

將導致「坐臥不安，飲食無味」，行動不便，以致身體日弱，日以萎靡，疾病叢生。

即使長大成人，「所育子女，稟其母之氣體，頗難堅壯，其害有不可勝言者」。143數

月後，又有人論及纏足酷刑，將使「四肢不舒，飲食不化」，144「無殊殘廢」。145而

康有為也認同纏足將使「血氣不流，氣息污穢」之說。146這些言論，除了沿襲抱拙

子的氣血阻礙說之外，亦論及纏足所造成的疼痛，將使胃口不良，導致身體無法吸

收足夠的營養，造成虛弱多病的情況；此外，因裹足而行動不便，以致消化不良的

說法，也是時人將纏足與健康聯結的常見思維。

當然，纏足過程中，為使足形變小，常有「筋斷骨折，肌骨尫弱」之事，此等

於纏足的探討，僅針對纏足行為對女性身體所造成的生理影響做討論。
142 抱拙子，〈勸戒纏足〉，《萬國公報》，光緒 8 年 10 月，總頁 9372。
143〈廣泰西婦女設天足會感而書此〉，《申報》，光緒 21 年 4 月 10 日。
144〈論中華婦女之苦〉，《申報》，光緒 21 年 7 月 30 日。
145 賈復，〈纏足論〉，《萬國公報》光緒 22 年 7 月，總頁 16218。
146 康有為，〈請禁婦女裹足折〉，見姚靈犀編，《采菲錄》（上海：上海書店出版社，1998），頁

57-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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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屈趾之害，剝膚之痛」，常致「終身痿廢」，甚或因此導致血肉潰爛，感染病菌，

造成「蚤歲夭殂」的遺憾，147也常遭時人攻擊。甚至有人從纏足引發疼痛，使女子

哭泣不已的角度，提出纏足傷肝的說法：

纏足痛苦，當時雖未即傷生，實已隱伏終身之害，諺云：小腳一雙，眼泪一

缸，夫淚為肝液，幼時多淚傷肝，長大必患肝疾。148

作者此說，應是根據《黃帝內經》中有「肝主目」、149「肝主泣」150之說法，由裹

足疼痛多淚，再論及其對肝臟之傷害。這種直接將纏足與某特定臟腑連結的觀點，

頗為特殊。類似的論點，在《大公報》首日發行的〈序〉中也可見到，該文指出：

「纏了足，血脈便不流通，行走不便，日久便生成肝鬱的毛病。」151

另外，也有人將纏足與女性月經疾病連結在一起，如：金一（金天翮，1873-1947）

在《女界鐘》就說：中國女子「十女九帶」，「其受病之原，根於纏足」。152民國

二十年代曾為《採菲錄》作序的中醫陳微塵，一方面承續纏足致使血氣不舒的觀點，

另一方面，也和金一有類似的見解，認為纏足與月經疾患有關：

余既習於醫，對於婦女百病靡不深切研究，而後知纏足之害，往往為月經病

致疾之因。蓋每月紅潮皆應去瘀生新，氣不足則瘀不能去。纏足婦缺乏運動，

氣先不足已成定論，加以足帛之層層壓迫，使血管受擠，血行至足，紆徐無

力。一人每日之血液，本應環行全身一周，若在足部發生障礙，則其周流必

生遲滯之弊。一日如此，日日如此，積年累月莫不如此，欲求月經上不發生

疾病可以得乎？故中國纏足婦女對於月經之應時不潮，或潮而不暢，或種種

病態，或腹痞腰酸，或頭反嘔，皆視為至平常之事，從未加以注意。迨至日

久，成為痼疾，腹中血塊成瘕，崩漏與經閉種種疾患，皆一發而不可制，然

後就醫求診。此時若遇良醫，考身體之強弱，半攻半補，審慎下藥，或可挽

147〈再書南皮張尚書戒纏足會章程敘後〉，《申報》，光緒 23 年 9 月 15 日。
148〈論勸戒婦女纏足宜先廣設女塾以清其源〉，《申報》，光緒 22 年 6 月 13 日。
149﹝唐﹞王冰撰，《黃帝內經》（臺北：台聯國風出版社，1984），〈素問譯解．陰陽應象大
論篇第五〉，頁 49。

150﹝唐﹞王冰撰，《黃帝內經》，〈靈樞譯解．九鍼論第七十八〉，頁 587。
151〈《大公報》序〉，《大公報》（北京：人民出版社據天津《大公報》影印，1983），光緒 28 年

6 月 17 日。
152 金一，《女界鐘》（上海：愛國女學校，光緒 29 年(1903)），頁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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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萬一；若遇一知半解之流，往往攻下失宜，峻補貽患，戕及生命，不知凡

幾？誠可痛心之事也。153

陳微塵本身為中醫師，累其學識與經驗，發出此等呼籲，自是有其可取之處。值得

注意的是，其言論指出：纏足除了易引起月經不調外，還可能會導致「腹中血塊成

瘕」、154「崩漏」、155「經閉」，而這些疾病可能造成生命危殆。

不過，上述反纏足的言論，多半僅止於纏足對婦女本身健康的妨害。甲午以降，

在「種戰」的緊張氣氛中，更有不少官員與士紳將「金蓮」之害，擴及種族良窳問

題。這類言論，多從纏足使母體衰弱，無法孕育良種的角度思考。嚴復在〈原強〉

中提倡禁纏足，並進一步提出：「母健而後兒肥，培其先天而種乃進也」的說法，156

可說是此種觀念的經典代表。張之洞在〈戒纏足會章程敘〉中也指出：「人子之生，

得父母血氣各半」，而當時中國婦女纏足者甚多，以致「其母既殘其筋骸，瘁其血

脈」，故「所生之子女，自必脆弱多病」，這是「吾華民之稟賦日薄，軀幹不偉，

志氣頽靡，壽命多夭，遠遜歐美各洲之人」病因之所在。倘若再不改善，將使華人

「人人為病夫，家家為侏儒」，不僅會受盡外族「蹂踐魚肉」，甚且還會使「種族

從此嵬瑣疲恭，以至於澌滅也。」157依張之洞之見，當時中國之所以衰弱，根本原

因在於女子體質不佳，所以無法孕育出健康的下一代。梁啟超也認為：纏足乃是「陰

貽種族之傷」的「刑僇」；158其師康有為亦以纏足婦女「血氣不流，氣息污穢」為

由，認為這將導致「吾國之民，尪弱纖僂」，「世世永永，傳此弱種」；他又進一

153 陳微塵，〈序〉，收於姚靈犀，《採菲錄》，頁 1。
154 婦女胞中結塊，伴有或痛或脹或滿或出血者，稱為「癥瘕」。癥者，堅硬不移，痛有定處；
瘕者，推之可移，痛無定處。大抵癥屬血病，瘕屬氣病。但氣血密切相關，癥瘕亦難分割，
故統稱為癥瘕。西醫所稱的女性生殖器官腫瘤，屬於癥瘕。此外，子宮內膜異位症所致的腫
塊、陳舊性宮外孕包塊以及炎症性包塊，均屬中醫「癥瘕」範圍。以上參見中醫研究院、廣
東中醫學院合編，《中醫名詞術語詞典》（香港：商務印書館香港分館，1975），第 8 類，〈內
兒科病症．（二）雜病〉，頁 369。

155「崩漏」是婦女非行經期間陰道出血的總稱，臨床以陰道出血為其主要表現。來勢急，出血
量多的稱「崩」；出血量少或淋漓不斷的稱「漏」。西醫的功能性子宮出血，女性生殖器炎症，
腫瘤等所出現的陰道出血，皆屬崩漏範疇。以上參見《中醫名詞術語詞典》，第 9 類，〈婦產
科病症．（一）經帶〉，頁 393。

156 嚴復，〈原強〉，頁 371。
157 張之洞，〈戒纏足會章程敘〉，收入苑書義等編，《張之洞全集》，頁 10061-10062。
158 梁啟超，〈論女學〉，頁 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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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對照中西婦女，指出歐美婦女，因不裹足，所以「傳種易強」，因此他強烈主張

放足，促使「中國傳種，漸可致強」。159此時，身為湖南按察史的黃遵憲(1848-1905)

也有類似言論，並出示曉諭申明：

人生而得半於母氣，今在母先損其胎元，稟賦已薄，則軀幹不偉；孱弱多疾，

志氣日頹。本實先拔，無怪枝葉之凋；魚肉自戕，若待刀砧之供。遼宋以來，

此風盛行，華夏之舊，積世逾弱。160

又，唐才常論述子嗣與母體之關係，最後的結論認為：戒禁纏足能收「保種族」之

效。161湖南士紳劉頌虞亦云：禁纏足是「強種繁種」的起點；162袁世凱(1859-1916)

在直隸總督任上，也勸世人莫再纏足，並說：纏足使「中國女子大多孱弱多病」，

欲「求異日之男子軀體強偉、智能發達，必先求今日之女子軀體強偉、智能發達也」。

163而光緒二十七年(1901)，時任廣東巡撫署理四川總督的岑春煊(1861-1933)則以白

話文呼籲：「如今要想把中國強起來，必先把百姓強起來；要想把將來的百姓強起

來，必先把將來百姓的母親、現在的女兒強起來。」164另外，李增也提及女子纏足

將會「百骸俱病，母氣不足，生子亦不能壯，則尤弱種之原點也。」165從清末這些

朝廷大員的言論不難看出，他們之所以積極主張禁止纏足，無非是基於「母強則子

強，子強則國強」的觀點，企圖改善孕育子嗣母體的健康，進而繁衍強壯的下一代。

這類觀點在當時的士大夫間相當流行，故報紙指稱：「搢紳之論說其所陳纏足之弊，

大抵謂血脈不和則易生疾病，此害於衛生也。氣血不旺，則生子不強，則害於種族

也。」166

除了朝廷大員之外，民間也有類似的言論。光緒二十四年《萬國公報》就有文

159 康有為，〈請禁婦女裹足折〉，收於《采菲錄》，頁 57-58。
160 黃遵憲，〈臬憲告示．黃遵憲曉諭纏足之害〉，《湘報》第 55 號，光緒 24 年閏 3 月 19 日，
總頁 467。

161 黃遵憲，〈臬憲告示．黃遵憲曉諭纏足之害〉，468。
162 李毓澍主編，《湘報類纂》（臺北：大通書局，1968），公牘戊中，頁 18-19。
163 袁世凱，〈直隸總督袁世凱勸不纏足文〉，收於《采菲錄》，頁 58、59。
164 岑春煊，〈勸戒纏足示諭〉，收於《采菲錄》，頁 60。
165 李增，〈遷安、遵化天足會序〉，收於《采菲錄》，頁 63-64。
166〈禁止婦女禁纏足說〉，《申報》，光緒 30 年 11 月 2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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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指出：纏足之女，因「氣血不舒」，「所育子女，亦難望其強盛」。167不久，更

有人直接言明：「纏足之為害，有繫乎強種之義」。168當時，湖南的《湘報》也刊

文申論纏足與保種之關係，新化的曾繼輝就說：

今者欲救國，先救種，欲救種，先去其害種者而已。夫害種之事，孰有如纏

足乎！孰有如纏足乎！169

前述之《大公報》首日發行的〈序〉中，也有此看法，認為：「纏足女子受胎之後，

會有難產的危險，小孩生下來，也單弱不強壯」，故纏足會「妨害生育」。不過，

該文並未詳述原因為何。170光緒二十九年(1903)，金一在《女界鐘》裡也指出中國

女子有四害待除，第一害即為纏足，他說：「從古滅種亡國，皆由於自造」，而女

子纏足，與男性吸食鴉片，同為「自速其喪魄亡魂，而斬絕宗嗣也」，故脫去纏足

束縛，使「天全神完則種強，種強則國興」。171次年，《女子世界》也有「纏足之

害種」的說法。172另外，此時也有中醫師包岩，著《婦科一百七十症發明》（成書

於 1903 年），從經脈的角度，針對纏足害種提出說明：

夫至陰通谷之脈，太陽之脈也，而纏足婦人婦其二脈，使與湧泉對，則太陽

之氣不行矣；申脈僕參之穴，陽蹻之本也，而纏足婦人須緊束此二穴，使足

骨漸斷，謂之束笋，於是乎有腰痛之病……推之陽明根起厲兌，少陰根起於

湧泉，大陰起於隱白，少陽根起於竅陰，而纏足婦人無不傷之……中國婦人

之多病，莫不由此，而人種弱矣。吾作此《一百七十症發明》一書者，欲救

吾中國國民之母也。173

包氏以經脈循環運行的原理，說明纏足對於女子的戕害，提倡天足，並從強國強種

167 賈復，〈纏足論〉，《萬國公報》，光緒 22 年 7 月，總頁 16218。
168 沈逝水，〈不纏足會廣議〉，《時務報》第 50 冊，光緒 23 年 12 月 11 日，總頁 3447。
169 曾繼輝，〈不纏足會駁議〉，《湘報》（北京：中華書局據 1965 年影印本為底本重新影印，

2006），第 151 號，光緒 24 年 7 月 25 日，總頁 1478。
170〈《大公報》序〉，《大公報》，光緒 28 年 6 月 17 日。
171 金一，《女界鐘》，頁 14-15。
172 初我，〈哀女種〉，《女子世界》2:6（上海：常熟女子世界社，1905.06），頁 1。
173 包岩，《婦科一百七十症發明》，轉載自劉暉楨，〈近代著名中醫婦產科醫家與著作〉，見《中
華醫史雜誌》28:4（北京：1998:10），頁 226-2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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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角度呼籲社會注重婦女保護，在中醫界內甚是少見。

由上可知，近代女性開始受到注意，與千年來的纏足陋習有關，而其之所以能

在清季受到熱烈而廣泛的討論，在於時人認定纏足有礙母體健康，以致無法孕育強

壯的下一代，將有弱種、害種之虞。經過一連串的反纏足運動後，迨至光緒末年，

一些知識分子不僅多半接受此一思想，甚至還對纏足抱以極端的厭惡之感。光緒二

十九年(1903)，日本大阪世界博覽會發生一件令華人忿恨不平之事，即「人類學館

事件」，事件導因於當時該館將中國婦女的弓鞋陳列示眾。此事見報之後，旅日華

人一致視為奇恥大辱，群起抗議。神戶領事蔡勳專程前往大阪力爭，留日學界及華

商也致函國內，要求拒絕赴會。其後，日本政府迫於壓力，不得不進行干涉，卻改

為在日本殖民地臺灣館安排一小腳女人。這件事顯然給中國人極大的刺激，次年廣

東香山女校成立時就明文規定學生不得纏足，而且援引「野蠻人類，館列大阪，騰

笑五洲」之事，以為「不可不戒」之理由。光緒三十年(1904)，美國聖路易賽會，

又有纏足少女二名侍茶，留美學生上書倫貝子請予制止，國內報紙更大張撻伐，「何

物賤種，乃敢於萬邦矚目之會場，獻此醜態，可謂無恥極矣。」174這種觀念，與千

百年來中國人對三寸金蓮的迷戀，不啻是天壤之別。

二、科學檢驗下的纏足與健康

前述的纏足之害，多為時人就纏足的痛楚，及日常生活觀察所得，並未有充分

的科學論證作為基礎。早期對於纏足進行科學性的研究，主要以外人為多。同治十

三年(1874)，服務於廣州教會醫院的 J. G. Kerr 醫師，遇到一個持殊的病例。一個婦

人帶著她那用石灰小心翼翼封存的「金蓮」前來求助。驚訝之餘，J. G. Kerr 醫師仔

細檢視這雙金蓮，發現它們因凍傷而產生「壞疽」，175最後，則乾燥自行脫落。這

名婦人當時曾乞求醫師將它們重新縫合接上，但這已是不可能的事了。在徵得原主

174〈賤種辱國〉，見《東方雜誌》1:5(上海：1904.05)，總頁 1067。
175 所謂「壞疽」( gangrenous necrosis or gangrene)，是指血液供應長期受阻所致的動物軟組織
局部死亡，血液供應長期受阻的原因可為損傷或感染。故壞疽可視為是凝固壞死再加上腐物
寄生( saphrophytic )細菌之腐敗而成，有點類生物死後的腐敗現象。以上參見侯瑞成等編，《醫
護病理學》（臺北：華杏出版社，1991），頁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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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的同意下，J. G. Kerr 醫師將此二足分別捐贈給一名英國的醫師，以及美國費城醫

學院(Medical College of Philadelphia)。如今，在該醫學院附屬的 Mütter 醫學博物館

中(Mütter Museum)還可以見到這「金蓮」的標本。176（參見圖 1-1）

圖 1-1、美國費城醫學院的纏足標本

圖版來源：Beverley Jackson, Splendid Slippers: A Thousand Years

of an Erotic Tradition, p.134.

事實上，這個「自然脫落的金蓮」的案例相當特殊。雖然纏足婦女經常因過緊

的裹纏，以致雙腳血流受阻引發壞疽，必須以截肢方式搶救生命。但由於中國人迷

信「全屍」的死亡方式，因此，大多數的婦女寧願冒著失去生命的危險，也不願接

受截肢。177除了壞疽的併發症之外，錯誤的纏裹方式與不當的照料，也可能造成傷

口感染，引發毒血症與敗血症，178這也是導致死亡的可能原因之一。當然，也有可

176 Beverley Jackson, Splendid Slippers: A Thousand Years of an Erotic Tradition (Berkeley,
California: Ten Speed Press, 1997), p.134.

177 Beverley Jackson, Splendid Slippers: A Thousand Years of an Erotic Tradition, p.134.
178 毒血症：指細菌毒素從局部感染病灶進入血液循環，產生全身性持續高熱，伴有大量出汗，
脈搏細弱或休克。由於血液中的菌毒素可直接破壞血液中的血細胞，所以往往出現貧血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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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造成癱瘓。然而，對纏足婦女而言，即使有幸能逃過上述那些死亡或殘廢的可怕

併發症，但畸型的雙腳已然造成，終其一生，走路只能以腳後跟行動，這個動作將

使其背脊的肌肉緊繃，進一步刺激脊椎，容易引發各種下背部疾病。179

圖 1-2、1899 年，Dr. J.J. Matignon 所作的纏足腳模印

圖版來源：高彥頤著，苗延威譯，《纏足：金蓮崇拜盛極而衰的演變》，附圖二（未列入頁數

計算，中文字體係筆者自行加上）。

除了經由觀察、並根據臨床案例來做醫學診斷外，當時在中國的西方傳教士醫

師，也藉由更科學的方式，來討論他們眼中的病態習俗。光緒二十五年(1899)，馬

提儂醫師(Dr. J.J. Matignon)以印腳印的方式，來觀察「三寸金蓮」的實際長度，以

及站立時，纏足婦女足承受重量的情形，結果顯示：這位受測的婦女，其足部全長

約為 22 公分（8.8 吋，參見圖 1-2）。十多年後，J. Preston Maxwell 醫師則運用纏 X

光片來觀察纏足，於是，千年「金蓮」的真實面目，終於被「露骨」地揭示開來。

（參見圖 1-3）綜合以上兩項檢驗，當時西方的醫師認為，儘管纏足婦女的四個腳

趾向內彎折，但其腳掌主幹骨卻並未彎折；另外，由腳印的深淺程度看，其全身的

重量，是由腳趾及腳跟來平均承受的。180到了 1970 年代早期，美國的 Martha Mottram

象。值得特別注意的是，嚴重損傷、血管栓塞、腸梗阻等病變，雖無細菌感染，但大面積組
織破壞產生的毒素，也可引起毒血症。敗血症：細菌侵入血液並迅速生長繁殖，引起全身性
感染症狀。以上參見侯瑞成等編，《醫護病理學》，頁 117。

179 Beverley Jackson, Splendid Slippers: A Thousand Years of an Erotic Tradition, p.134.
180 J. Preston Maxwell 在 1916 年所引用的纏足 X-ray 圖片，可參見高彥頣著，苗延威譯，《纏
足：「金蓮崇拜」盛極而衰的演變》，附圖三，以及頁 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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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 I. Roger Pyle 兩位醫師，又針對移民至舊金山的纏足婦人進行訪談與研究，他

們發現，在歷經多年之後，大多數中國老婦的「金蓮」，仍保持其原有的形狀，這

說明了她們仍經常使用裹腳布纏住她們的雙腳。

圖 1-3、1916 年 J. Preston Maxwell 所引用的纏足 X-ray 圖片

圖片說明：A..腳弓彎度極高的小腳 X-ray；B.放足後的足部 X-ray。

圖版來源：高彥頤著，苗延威譯，《纏足：「金蓮崇拜」盛極而衰的演變》，附圖三（未

列入頁數計算）。

為了進行更科學的研究，兩位醫師說服這些中國婦人對雙足進行 X 光檢查。據

Martha Mottram 以及 I. Roger Pyle 兩位醫師對纏足 X-Ray 的分析發現：趾骨與蹠骨

均已殘廢畸型，很多人的趾骨甚至被整個扭轉過來，形成半脫臼或是被腐蝕的狀況；

另外，足弓極端地高聳而短小，跗骨不易活動，181而腳趾和拇趾也多半彎曲、或被

旋轉，下肢及足部的相關軟組織則呈現萎縮。182（足部的相關解剖位置，及纏足後

的變化，請參見圖 1-4、1-5）。

181 跗骨由七塊小骨頭所組成，包括距骨、跟骨、舟狀骨，內側、中間、外側楔狀骨，以及骰
子骨。參見 J.S.露絲、K.J.W.威爾遜原著，洪茂雄譯，《解剖生理學》（臺北：徐氏基金會，
1963），頁 57。

182 Beverley Jackson, Splendid Slippers: A Thousand Years of an Erotic Tradition, p.1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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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4、正常足部骨骼解剖圖

圖版來源：柯基生，《千載金蓮風華：纏足文物展》，（臺北：歷史博物館 2003），頁 30。

圖 1-5、纏足後的腳骨圖

圖片來源：圖版來源：柯基生，《千載金蓮風華：纏足文物展》，頁 31。

1995 年，美國南加州醫學院的骨科外科醫師 E. Bert，也對纏足的骨骼及附近的

軟組織提出更詳盡的觀察報告：

中國纏足婦人的腳，有一個相當明顯的特徵，那就是短小、足弓增高，以致

於跟骨與足部的前端相當接近。正常情況下，足部的前端與距骨軸之間，應

有 20-30 度的曲度，但金蓮的角度則在 60-80 度之間，跟骨則成為垂直狀。

外側四隻腳趾被彎曲到大拇趾之下，這樣才能變成夢寐以求的又尖又小。腿

部的肌肉萎縮，小跗骨關節也變形，只能維持最低限度的活動度。足部僅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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極小的面積接觸地面，以支撐身體的重量。183

另外，臺灣骨科醫師柯基生同樣從專業的角度出發，指出：當雙足達到瘦、小、尖、

彎的標準之後，其足部的皮膚、肌肉、韌帶關節、骨骼，都有顯著的變化。除了上

述的腳弓加深、腳骨變形等論述之外，他還提及：纏足婦女的跟骨幾乎與地面垂直，

以致踁骨向下延伸。還有，其腳多有骨質疏鬆脫鈣、皮質變薄脆弱、足掌關節僵硬

等問題。再者，他也對足部軟組織的變化提出更深入的說明：

整隻腳因為血液循環不良，長期壓迫，溫度通常較低，小腳解剖所見的軟組

織變化，足背除了皮膚及皮下組織變薄外，連其他的軟組織及骨間韌帶都拉

長變薄，相反的，足底的骨間韌帶，反而縮短變厚且較強韌，這部分往往形

成日後放足時最大的阻礙，足掌筋膜可見到明顯的縮短及萎縮，足掌內部肌

肉也是明顯的萎縮，甚至形成帶狀纖維，跟部軟組織則明顯增厚。184

由於纏足者的骨骼及軟組織，均已變形或萎縮，因此其負荷體重的位置也不在腳掌，

而是轉移至以下三處：腳跟阿奇里氏腱附著處、第一蹠骨遠處圓頭，以及反折的第

三或第四、五趾趾背。這三個點，幾乎是在同一直線，僅構成一個狹窄的三角形面，

所以纏腳的婦人可以走得快（但無法走得遠），卻很難站立，因為不容易維持平衡，

只能靠著扶牆摸壁，185或請人攙扶才能穩定重心。事實上，這樣的改變，不僅影響

到足部本身而已，同時也將引發身體其他部位的代償作用。這個問題，倒是在二十

世紀初期，已有專業人士進行系統的研究。

甲午戰後，臺灣割予日本，一些纏足的臺灣婦女，也自此淪入日本的統治。如

前所述，纏足之後，女性在站立時其全身的重量，均落在雙腳那「狹窄的三角形」

上，這對協同支撐身體重量的脊椎及骨盆勢必造成重大的影響，日籍醫師角田秀雄

(Hideo Tsunoda)對此極感興趣。礙於中國傳統婦女常靜坐深閨，「金蓮」更不輕易

示人，故角田秀雄情商當時臺北監獄典獄長及醫務所所長提供協助，就該監獄中的

女囚，分為天足與纏足兩組進行對照，同時參考多位西方醫師對中國婦女的研究成

183 Beverley Jackson, Splendid Slippers: A Thousand Years of an Erotic Tradition, p.137.
184 柯基生，《千載金蓮風華：纏足文物展》，頁 30-31。
185 柯基生，《千載金蓮風華：纏足文物展》，頁 32-33。



女體與國族：強國強種與近代中國的婦女衛生(1895-1949)58

58

果，進一步探討纏足婦女的骨盆變化。186

明治三十八年(1905)年，角田秀雄醫師將其研

究成果發表於《臺灣醫學會雜誌》，根據他的觀

察：纏足婦人在站立時，其外觀上自腹部以至骨

盆，有幾個明顯的特徵，包括：下腹部異常凸出，

薦椎與脊椎的肌肉緊張，腰椎明顯前彎。（相關

解部位置，請參見圖 1-6）。這三項症狀中，前兩

者均導因於第三者。187於是，角田秀雄根據力學

原理分析該現象產生之原因，指出：纏足婦女因

足部變小且肌肉萎縮，無法完全支撐體重。188身

體為了減輕雙腳所承受之重量，乃出現兩種代償

作用：其一，當體重被轉移至骨盆時，想辦法減

輕體重；其二，直接運用骨盆本身的力量，將

體重傳導到雙腳，而不經由膝、小腿、踝等正

常的傳導路線。他又針對以上兩種代償方式作進

一步分析：一般而言，人體的軀幹重心，是由第

一頸椎的椎體，穿過第六頸椎、第九塊胸椎，以至於第三塊薦椎，而這幾個重心點

即形成造成所謂的脊椎生理彎曲，其區域涵蓋第九胸椎至第三薦椎這片廣大的範

圍，是承受體重的主要區域。然而，纏足婦女卻因細小的雙足無法支撐身體，以致

體重被大量轉移到骨盆，為了適應這種改變，並減輕骨盆所承受的壓力，腰椎會變

得異常彎曲。至於運用骨盆本身來減輕雙足負荷的第二種方式，則會使骨盆以擴展

横徑(Transverse Diameter)189的方式來代償，使身體大部分的體重，主要落在骨盆上

186 角田秀雄，〈臺灣婦人ノ骨盤ニ就ニ竝生體計測〉，頁 180-181。
187 角田秀雄，〈臺灣婦人ノ骨盤ニ就ニ竝生體計測〉，頁 183。
188 筆者按：在正常情況下，一個站立者的體重，必須經由骨盆傳導到膝、小腿、踝、足，
以至地面。請參見洪茂雄譯，詹湧泉校，《解剖生理學》（台北：徐氏基金會，1972），頁
54；以上參見陳晳堯、余玉眉主編，《當代產科及產科護理學》（臺北：華榮圖書公司，1983），
頁 13。

189 筆者按，產科學所指的骨盆橫徑有兩個：一為骨盆入口之橫徑，指骨盆左右弧形線之最大
距離；另一個為骨盆腔的橫徑線，又名坐骨棘間距離( bispinous diameter )。若未言明，多指

圖 1-6、正常的脊椎解剖圖

※圖版來源：臺灣脊椎中心網站

http://taiwanspinecenter.com.tw/t
sc_c/education/spine_anatomy/an
atomy_lesson.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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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其餘的部分，才由雙腿分擔。在此情況下，骨盆的總高度會下降。190（關於骨

盆各骨骼之解剖位置，請參見圖 1-7。）以上的論述，只是就力學原理及人體構造，

作學理上的討論。為了證明自己的推論無誤，角田秀雄更以實際測量數據支持自己

的這些說法。

圖 1-7、女性骨盆（立位，前端）

圖版來源：陳晳堯、余玉眉主編，《當代產科及產科護理學》，頁 13。

首先，角田秀雄認為：纏足婦女站立時，其腰部彎曲度之所以特別明顯，可能

是由傾斜的腰椎所造成的。他同時引用 Habeler 醫師在北京對中國女人骨盆入口的

測量數據：中國女人的骨盆幾乎是圓形的，因為骨盆的「縱徑」(Anteroposterior

Diameter)191 和「橫徑」的長度，幾乎相同。對此，角田秀雄亦測量臺灣婦女的外

部聯合線，藉以推測臺灣婦人的骨盆縱徑。192（相關數據，參見表 1-1）他發現，

無論是纏足婦女，抑或天足婦女，其骨盆縱徑都和 Habeler 所得相近，亦即橫徑和

骨盆入口而言。見陳晳堯、余玉眉主編，《當代產科及產科護理學》，頁 17-18。
190 角田秀雄，〈臺灣婦人ノ骨盤ニ就ニ竝生體計測〉，頁 184-190。Howard S. Levy, Chinese

Footbinding: The History of A Curious Erotic Custom, pp.295-297.
191 骨盆縱徑，是指自恥骨聯合後面上緣起，至骶骨岬正中止，此線有時亦指「真結合線」

( obstetrical conjugate, C.O.)，係指自恥骨上端至骶骨岬正中止，其長度在分娩時具重要意義。
余玉眉主編，《當代產科及產科護理學》，頁 1 7。

192 外部結合線( External Conjugate or Baudelocque’s Diameter,B.D.) ：自第五腰椎棘突至恥骨
縫上緣之距離。此線減去 8.5cm 可推估真結合線之大概長度。見陳晳堯、余玉眉主編，《當
代產科及產科護理學》，頁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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縱徑幾乎相同的圓形骨盆使中國婦女的腰部彎曲變得明顯。193

表一、天足婦女與纏足婦女的產科結合線比較表

Habeler 對北京婦女的測量
結果

角田秀雄對臺灣婦女的測量結果（括弧的
數字為推算出來的真結合線數據）

縱徑 橫徑 纏足婦女的
外結合線

天足婦女的外結合線

11.1cm 12.0cm 18.9 (10.1) cm 19.3 (11.8) cm

資料來源：角田秀雄，〈臺灣婦人ノ骨盤ニ就ニ竝生體計測〉，頁 188。

其次，就上述的力學作用原理分析結果，減輕雙足負擔的第二種方式是骨盆的

橫徑會增加。事實上，造成骨盆橫徑擴展有兩種方式：（甲），為了拓展骨盆的橫

徑，恥骨弓必然會變大。Habeler 的測量數據就顯示中國婦女恥骨弓的角度為 90 度，

比日本人的 76 度和蝦夷人的 70 度大出許多。（乙），延長骶骨（又稱廌骨，sacrum）

的寬徑。這方面，Habeler 也有實際測量數據：中國婦女的骶骨，其長度與寬度，真

的比日本人大。（參見表二）另外，中國婦女的骨盆，則是上述三個種族中最小的，

其外部聯合線，以及左右髖骨間的距離，和日本人和蝦夷人相較之下，也沒有太大

的差別。唯有髂前上棘之間的距離稍短，而髂後上棘之間的距離則真的很大。（參

見表 1-3）綜合以上數據可知：中國婦女的骨盆橫徑，的確有擴大的情形，原因在於

纏足造成骨盆的改變，而不是中國婦女的骨盆本來就較其他種族為大。據此，角田

秀雄指出：纏足婦人骨盆的橫徑的擴大，適與其變小的雙腳同樣引人注目。194

表 1-2、中國人與日本人骶
骨的測量數據

表 1-3、臺灣婦女（纏足與天足）與日本人外結合
線及髂骨棘間距之測量數據

中國人 日本人 纏足 天足 日本人
長徑 9.7 ㎝ 9.4 ㎝ 外結合線 18.9 ㎝ 19.1 ㎝ 19.6 ㎝
寬度 10.8 10.0 髂骨棘之間的距離 26.3 ㎝ 27.3 ㎝ 26.4 ㎝
長寬比 111.34 107.1 百分比％ 13.9 ㎝ 14.3 ㎝ 13.5 ㎝
資料來源：角田秀雄，〈臺灣婦人ノ骨盤ニ就ニ竝生體計測〉，頁 189、190。

其三，關於骨盆橫徑擴大會造成骨盆總高度變低的說法，也從 Habeler 的測量

得到證明。測量結果顯示：中國婦女的骨盆總高度，比日本人和蝦夷人低很多。（參

193 角田秀雄，〈臺灣婦人ノ骨盤ニ就ニ竝生體計測〉，頁 188。
194 角田秀雄，〈臺灣婦人ノ骨盤ニ就ニ竝生體計測〉，頁 188-1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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見表 1-4，相關解剖位置請參見圖 1-7。）195另外，角田秀雄也引用 Freund 的研究指

出：第一，中國婦女專司站立、行走的大骨盆發育不良，而專管坐姿的小骨盆則發

育良好，這種情形，與纏足使婦女的骨盆力學改變有關。196因為，纏足使婦女下肢

的支撐力不夠，所以，其小骨盆因此代償而變得較大。Halbeler 也說：中國婦女與

其他人種最大的不同處在於：其骨盆的寬度與骨盆入口的橫徑甚小，亦即，中國婦

女的的骨盆是圓筒狀，而非漏斗狀。197角田秀雄也根據其實際測量所得指出：臺灣

婦女的骨盆雖然比一般人狹小，但扁平狀的機率並不多見。他並且以西人 Ploss 對中

國婦女的調查為佐證，云：中國婦人的分娩情況，與其在社會上的地位有關。常採

座姿的上階層婦女，因身體虛弱，故其分娩往往比下階層的勞動婦女要困難。另一

西方人士 Hildebrand 也說：中國富貴階層的婦女，生活游惰，視勞動為恥辱，故其

生產往往較為困難。198

表 1-4、中日婦女的骨盆高度比較表

中國人 日本人 蝦夷人

骨盆的高度 176mm 182 mm 188 mm

髂骨的高度 79.5 mm 89 mm 91 mm

小骨盆的高度 83 mm 97 mm 113 mm

恥骨縫的高度 39 mm 34 mm 34 mm

※資料來源：角田秀雄，〈臺灣婦人ノ骨盤ニ就ニ竝生體計測〉，頁 190-191。

最後，角田秀雄得出三點結論：首先，關於纏足婦女的骨盆方面：（甲），薦骨岬

並未特別突出，而其骨盆真結合線，亦達到一般婦女的長度；（乙），骨盆的總高

度較低；（丙），骨盆整體，比一般天足婦為小；（丁），其小骨盆發育較佳。其

次，關於纏足女性的的腰椎：其彎曲程度較一般人明顯。第三，關於纏足婦女的分

娩：由於角田秀雄的研究樣本，以下階層婦女為主，因此對於纏足婦女的生產情況，

195 角田秀雄，〈臺灣婦人ノ骨盤ニ就ニ竝生體計測〉，頁 190-191。
196 在產科學上，骨盆由一個假想線區分為上下兩部分。此一界線指由骶骨上緣沿髂骨弧形線
經髂恥粗隆達恥骨一周，上方為大骨盆，下方為小骨盆。大骨盆又稱假骨盆( greater pelvis or
false pelvis )；小骨盆，又稱真骨盆( lesser pelvis or true pelvis )，小骨盆其四壁均為骨盆壁，
中作管狀，在產科學上即為產道，因其無伸縮性，故其形狀，大小於分娩時至為重要。以上
參見陳晳堯、余玉眉主編，《當代產科及產科護理學》，頁 21。

197 筆者按：漏斗型的骨盆，即產科學上所言之「男子型」骨盆，白種女性多為此種骨盆，故
Hildebrand 才會特別提到此種形狀的骨盆。陳晳堯、余玉眉主編，《當代產科及產科護理學》，
頁 254。

198 角田秀雄，〈臺灣婦人ノ骨盤ニ就ニ竝生體計測〉，頁 191-1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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角田並未進一步說明，僅以上述 Ploss 與 Hildebrand 的研究成果，請讀者自行想像。

三、纏足與生育

根據上述各醫者的研究，再參酌現代產科醫學的理論可知：首先，纏足對婦女

骨盆的影響：（甲）根據 Hildebrand 與角田秀雄的實際測量，均顯現出中國及臺灣

婦女（包括纏足婦女）的骨盆呈圓筒狀，此形狀的骨盆，在產科學上稱為「女子型」

骨盆（Gynecoid，參見圖 1-8），是一種有利於分娩的骨盆形狀。199（乙）角田秀

雄在結論中也指出：纏足婦女的骨盆，整體而言，是要比天足婦女小的。這種女子

型的小骨盆，在分娩時有一定的危險，因為胎兒頭部為了要通過各個較一般為小的

徑線，其變形(molding)200會較為嚴重，有可能造成胎兒的腦損傷；同時，這種婦女

的產程通常會延長，現代醫師遇此情形，多半會以剖腹產協助之。201（女子型狹小

骨盆的分娩機轉，請見圖 1-9。）（丙）纏足婦女的小骨盆發育較佳，而小骨盆即是

產科學所謂的「產道」，其四壁均為骨盆壁，無伸縮性，故其形狀、大小，於分娩

時至為重要，纏足婦人的小骨盆發育較好，自然有利於分娩。202（丁）纏足婦女因

雙足無法完全支撐體重，代償的結果促使骨盆入口橫徑擴大，以及恥骨弓加大。此

兩種代償結果，亦有利於生產。所謂的橫徑，產科學上又稱為 I. Sp.(interspinous

diameter)，其長度對於分娩的難易，有決定性的影響。當 I.Sp 過小時，會使骨盆的

中面被分成不能同時利用的前、後兩個分段。一般而言，此徑線若小於 9.7 公分，

即容易發生難產；203而中國婦女，其平均值竟然高達 12.0 公分，這當然有利於生產。

另外，骨盆橫徑加大所造成的恥骨弓變寬，也有助於胎兒娩出。綜上所論，從分娩

199 陳晳堯、余玉眉主編，《當代產科及產科護理學》，頁 21。
200 產科學上所謂的「兒頭變形」( molding 或 configuration )是指：胎兒頭骨中的兩枚額骨（前
頭骨）、兩枚頂骨，以及後方的枕骨，這些頭蓋骨在分娩時尚未癒合，各骨有膜狀韌帶聯繫，
可以移動而改變頭蓋之形狀。各骨間之膜狀韌帶處謂之縫合(suture)，在兩條以上之縫合交叉
處其間隙較大稱為囟門( fontanel )。此種構造為頭骨之發育未完全所致，但於產科學上有極
大意義，兒頭將要通過骨盆受到壓迫時，頭蓋骨可於縫合處重疊( overlapping )而減少其體
積，並改變其形狀以適合產道，此種重疊及變形之機能，就稱為 molding 或 configuration。
見陳晳堯、余玉眉主編，《當代產科及產科護理學》，頁 78。

201 陳晳堯、余玉眉主編，《當代產科及產科護理學》，頁 254。
202 陳晳堯、余玉眉主編，《當代產科及產科護理學》，頁 21。
203 陳晳堯、余玉眉主編，《當代產科及產科護理學》，頁 253-2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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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角度觀之，纏足對婦女骨盆的影響，有利有弊。這或許也是角田秀雄在總結論中，

未明白揭示纏足是否會不利於分娩的原因吧？

圖 1-8、各種骨盆的形狀 圖 1-9、女子型小骨盆對分娩的影響

圖版來源：陳晳堯、余玉眉主編，《當代產科及產科護理學》，頁 19-20、258。

其次，婦女纏足會造成腳掌及相關肌肉萎縮，以致小腳婦女行走時，幾乎是用

兩腳跟著地走路，再加上腳弓被破壞的結果，使她們不僅無法跳躍，甚至在平日走

動之時，也會因腳接觸地面的剎那，失去了一個柔軟、緩衝的結構，這些因素都使

她們的行動，辛苦萬分。204在此情況下，中下家庭的纏足婦女，能操持家務已是萬

204 柯基生，《千載金蓮風華：纏足文物展》，頁 33-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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幸；若是有人服侍的上階層，自然是儘可能減少活動，以致運動不足、身體衰弱，

間接無法提供良好的懷孕環境，同時導致身體耐力不佳，生產不能順利。換言之，

纏足所帶來的行動不便及運動不足，才是對婦女健康及分娩充滿威脅的主要原因。

上述角田秀雄及多位西方醫師對中國婦女的活動型態與分娩難易的研究，正說明此

一道理。

不過，也有人從「助性」的觀點來看纏足。關於金蓮對性幻想的刺激，自古以

來，即留下不少香艷的文藝作品，研究評斷者也不少。但其中以林語堂的評語，則

最直截了當，他說：「纏足自始至終都代表性意識的自然存在。」205本文無意討論

此種對小腳的特殊戀癖，而是針對纏足對生理外觀造成的影響，對男性的吸引力。

據骨科醫師柯基生表示，自幼纏足的婦女，因小腿肌肉萎縮，走路時使力在臀部與

大腿上，其臀部及大腿肌肉特別發達，而兩腿與骨盆周圍的肌肉則相對緊繃，這些

改變，不僅使纏足婦人的臀部肥大高聳、搖曳生姿，在外觀上對男性具有吸引力外，

同時也會使女性私處的肌肉緊緻，使男性在每次交媾時，產生處女的錯覺。206另外，

前述的纏足促使骨盆周圍的肌肉緊繃，增加肌肉耐力，而這些肌肉，都是分娩時的

原動力之一( power for labor )，207有助於將胎兒娩出。

第三節 「女子者，國民之母也」

事實上，清末纏足之所以受到中國輿論的重視，除了關係到女性生理健康，影

響孕育未來種族環境之良窳外，也與纏足造成婦女行動不便，無法出外就學、提升

婦女見識有關。當時的知識分子認為，幼兒受母親影響較深，倘若母親淺薄無識，

將無法教育出優良的下一代，因此清末倡辦女學的討論，此起彼落。進入二十世紀，

這些觀念更乘著西方女權革命的風潮，208在中國形成一片重視「國民之母」的呼聲。

205 弗洛依德在《性學三論》第一篇〈性變態〉中，曾論述道：頭與足都是帶有強烈氣味的地
方，在拋棄了嗅覺的不愉快感受後，它們才成為崇拜物。據此，有人分析，戀足癖者正是這
種「性變態」的一員，以逐臭來滿足味覺的需要，進而達到心理需求的滿足。參見徐海燕，
《悠悠千載一金蓮──中國的纏足文化》，頁 153。

206 柯基生，《千載金蓮風華：纏足文物展》，頁 33-34、129。
207 陳晳堯、余玉眉主編，《當代產科及產科護理學》，頁 199-201。
208 按《女子世界》編輯丁初我的說法：「歐洲十八九世紀，為君權革命世界；二十世紀，為女
權革命世界。」柳亞子則稱：「西哲有言：『十九世紀民權時代，二十世紀其女權時代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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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國民之母」的出現

金一的《女界鐘》，一般被視為是倡導中國女權的第一本著作，209但該書在討

論女子教育的八項目的時，則完全基於「母親」的角度，鼓吹女性應為國教育出適

合國家需要的下一代，其中也包含「誕育健兒之人」的期許。210另外，當時為該書

作敘的「侯官林女士」211也有「女子者，誕育國民之母」的說法。212次年，金一在

為上海《女子世界》撰寫發刊辭時，更明白揭示：

女子者，國民之母也。欲新中國必新女子，欲強中國，必強女子，欲文明中

國，必先文明我女子，欲普救中國，必先普救我女子，無可疑也。

文末，他甚至還直言：「吾今乃正襟危坐，以告我男子曰：自今以後，無輕視女子，

女子者，文明之母也。」213在此，金一將女子置於國家種族命運的樞紐位置，其論

述可謂清楚而透徹。同一期刊中，身為該雜誌編輯的丁初我也附和：

國民者，國家之分子，女子者，國民之公母也。長棄其母，胡育其子？214

甲午、庚子之後，中國所受的打擊更甚一層，中國人乃幡然醒悟，國家衰弱，應從

國民著手，而國民又誕於女子之身、長於婦人之手，故提出要更新、要圖強、要文

明中國，都必先從身為「國民之母」的女子著手，儼然有別於過去自強運動之側重

於國防、軍事等陽剛器物的改革內容，轉而將目光朝向身體柔弱的女性，從「人」

的角度出發，由國民之所出的「國民之母」著手，期望將國家從根救起，因為，「一

切國家觀念，社會思想，民族主義，胥於是萌芽，胥於是胎育焉。」215這種理論，

在二十世紀初甚為流行，連「常熟十三齡女子曾競雄」也說：女子是「強國之元素，

可見，這種說法當來自於西方。以上參見夏曉虹，《晚清與近代中國女性》（北京：北京大學
出版社，2004），頁 75。

209 相關討論，參見鮑家麟，〈辛亥革命時期的婦女思想(1898-1911)〉，收入《中華學報》1:1（臺
北：1974.01），頁 118。

210 金一，《女界鐘》，頁 45。
211 「侯官林女士」即林宗素，中國近代著名女權人士，社會黨員。1903 年與兄林白水同赴日
本留學，留日期間與秋瑾、唐群英等人宣傳婦女解放，力倡女子參政。以上參見陳雁，〈前
言〉，收於金天翮著，陳雁編校，《女界鐘》（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頁 4。

212 林宗素，〈侯官林女士敘〉，收於金一，《女界鐘》，頁 1。
213 金一，〈女子世界發刊詞〉，頁 1-2。
214 初我，〈女子世界頌詞〉，《女子世界》1:1（上海：常熟女子世界社，1904.01），頁 5。
215 初我，〈說女魔〉，《女子世界》1:2（上海：常熟女子世界社，1904.02），頁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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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明之母，自由之母，國民之母也。」216稍後，又有人指稱：

國無國民母，則國民安生，國無國民母所生之國民，則國將不國。故欲鑄造

國民，必先鑄造國母始。217

除了《女子世界》外，《東方雜誌》也曾引西洋諺語曰：「西洋之諺語曰：女子者，

產文明者也；又曰：女子者，社會之母也。」218再者，清末上海科學書局所發行的

《初等小學女子官話修身教科書》中，開篇第一課就出現「女子為國民之母」的內

容。219由此可見，二十世紀初，「國民之母」不僅是許多人心目中對女性社會角色

的重新定位之詞，同時也成為許多女性的自我期許。當然，這也意味著女性的角色

功能，由過去為「家族」綿延「宗嗣」，被提昇至為「國家」孕育「國民」，這種

思想在梁啟超「上可相夫，下可教子，近可宜家，遠可善種」220的言論中表露無遺。

二、婦女衛生與國族健康

由於女子的位階已被提昇至「國民之母」，其生育的功能也被視為「善種」大

業。因此，進入二十世紀以後，中國人對於女性健康的注意力，已非僅只針對纏足

一端，而是更進一步就整體健康而言。早在光緒三十年(1904)，已有文章呼籲：

以此今日孱弱污賤之女子，而欲其生偉大高尚之國民，是將化鐵為金，養鸇

而成風也，可得乎？不可得乎？221

為了改善當時尚存的「孱弱污賤」之女子，乃有人提醒必須注意婦女衛生：

衛生思想的發達，不但女子很緊要，男子也一日不可缺的。然婦人的身體薄

弱，生下子女怎能夠強健？222

進入民國以後，這種注重整體婦女衛生的言論更加常見。如：民國二年的《婦女時

216 常熟十三齡女子曾競雄，〈女權為強國之元素〉，《女子世界》1:3（上海：常熟女子世界社，
1904.03），頁 1。

217 亞特，〈論鑄造國民母〉，《女子世界》1:7（上海：常熟女子世界社，1904.07），頁 1。
218 可權，〈改良風俗論（下）〉，《東方雜誌》1:8（上海：1904.08），總頁 1175。
219 羅蘇文，《女性與近代中國社會》（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頁 145。
220 梁啟超，〈創設女學堂啟〉，轉載自中華全國婦女聯合會、婦女運動歷史研究室編，《中國婦
女運動歷史資料(1840-1918)》，頁 101。

221 亞特，〈論鑄造國民母〉，頁 1。
222 初我，〈為母的心得〉，頁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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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就有文章提及：人類乃「傳種之動物，種族之傳佈，與血統有密切，最重傳染

也，而女子為國民之製造場也。」223而民初著名的醫師──丁福保(1874-1952)，224也

曾疾聲呼籲：

有健康之母，始有健康之子女，有健康之兒，始有健康之成人。欲謀健康，

則婦女小兒衛生學尚矣……女子為國民之母，小兒為將來之國民，其身體之

強弱，實與國家之盛衰有莫大之關係。225

丁福保這席話，主要在倡導注重婦幼衛生，而婦女因身為「國民之母」，因此其重

要性又先於小兒衛生。不久，又有人抱持相同的見解：

為母者之開宗明義第一章，必牢記此九字，曰：「為母者須自愛其身體」，

務使病却退，勿相侵襲。良以兒女身體之健全，全胥視乎母之身體健全與否。

母而不健全，則兒女斷難望其健全，故為母者對於一己，亦萬萬不可輕忽。

226

次年，廣東女學堂學生張肩任也大聲疾呼：「女子者，文明之祖也，國民之母也。

其幹不強，未有其枝茂實者，故女子之體魄一弱，關乎全國人種之問題也。」227這

種呼籲女性注重身體健康，近求孕育健全子女，遠求國家強盛的言論，在二十世紀

上半葉的中國相當盛行，並且成為近代女子體育發展之重要契機。228

另外，也有人因此介紹女性生理知識，促進婦女健康。如民國十一年出版的《女

性養生鑑》中，就透露這樣的訊息，在該書的三篇序言中，兩位作者不約而同地提

及此一概念，署名「無病居士」者指出：中國婦女諱病忌醫，以「病母產弱子，人

223 悔原，〈論女子衛生上必須之營業〉，《婦女時報》第 10 號（出版地不詳：1913.05），頁 22-25。
224 丁福保(1874-1952)，江蘇無錫人，畢業於江陰南菁書院，後入蘇州東吳大學 1901 年再進上
海東文學堂習日語及醫學，亦曾師事精通中西醫學的趙元益(1840-1902)習醫，並於 1909 年
應兩江總督舉辦之醫科考試，獲優等內科醫士證書，被派往日本考察。回國後，在上海創辦
醫院、療養院，又於 1910 年創辦《中西醫學報》，並設中西醫學研究會，以研究、交流中西
醫學，其譯述及編著的中西醫學書籍達 160 餘種，對中國近代醫學貢獻卓著。見鄧鐵濤、程
之范主編，《中國醫學通史．近代卷》，頁 283。

225 丁福保，〈婦孺衛生一夕話〉，《女子世界》第 1 期（上海：中華圖書館，1914.12），頁 1。
226 瘦鵑，〈初為人母之指南針〉，《女子世界》第 2 期（上海：中華圖書館，1915.01），頁 1。
227 張肩任，〈女學文叢：急救甲辰年女子之方法〉，《女子世界》2:6（上海：常熟女子世界社，

1915.06），頁 1-2。
228 關於近代女子體育之發展，游鑑明有精彩論述，本文不再狗尾續貂。請參見氏著，〈近代中
國女子體育觀初探〉，《新史學》7:4（臺北：1996.12），頁 119-1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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種積衰，而國亦遂以陵夷」；229同書另一序言作者，即當時服務於浙江醫院的郭人

驥醫師也談到：

試問人何由生？曰：母生之。母強則子強，母弱則子弱，擴言之，欲強國必

強種，欲強種必強母，是婦女衛生更不可不講矣。230

無病居士及郭人驥均認為：女性衛生不僅有促進女性健康之功，更有提昇人種、強

大國勢之效，故對作者著《女性養生鑑》之舉，大為讚揚。次年，上海《婦女雜誌》

也提倡此一概念，曰：女性對於性知識的認知，「影響及於將來的人種，非常之大」，

「所以為種族計，為個人計，性的衛生的知識，實有普及的必要。」231稍後，又有

留學德國柏林大學醫科的醫學博士胡安定(1898-1965)，232投文提醒社會要注意婦女

衛生問題，因為「婦女是與未來的國民有密切關係」，故婦女衛生「確是一個很緊

要的公眾問題」。233胡安定將女性與國家社會聯結在一起的原因，亦是著眼於「國

民之母」的論點。這種看法，不僅存於得風氣之先的上海，其他地方也有相同的呼

籲。民國十七年，以「改進女醫學、拯救婦女疾苦、灌輸衛生智識、保障婦女康健」

為編輯要旨的蘇州《婦女醫學雜誌》中，234也有人引用西哲說法，曰：「國家富強，

基於婦女之康健；家庭之安樂，亦基於婦女之康健。吾國民以婦女為母，母強則國

亦強矣」。235民國十九年春，北京《益世報》的副刊《女子周刊》也有人提及：從

國家的立場而言，「沒有健全的女子，不能有強健的人類。」236同年秋天，蘇州的

《婦女醫學雜誌》再次刊文指出：「衛生一道，與民眾之生命健康，有直接關係」，

而全國人民衛生之根本，則在於女子，因為：

女子為國民之母，殖民之本，家庭上之主要人也，若女子而不究衛生，則母

229 無病居士，〈序一〉，見郭人驥、酈人麟合著，《女性養生鑑》（上海：商務印書館，1922），
頁 1。

230 郭人驥，〈序二〉，見郭人驥、酈人麟合著，《女性養生鑑》，頁 2。
231 晏始，〈女子的性的知識〉，《婦女雜誌》9:3（上海：1923.03），頁 66。
232 趙洪鈞，《近代中西醫論爭史》（合肥：安徽科學技術出版社，1989），頁 110。
233 胡安定，〈國家與社會之婦女衛生問題〉，《婦女雜誌》13:9（上海：1927.09），頁 9。
234 不著撰人，〈編輯要旨〉，《婦女醫學雜誌》第 1 期（蘇州：1927 年冬），扉頁。
235 王友梅，〈婦女康健法〉，《婦女醫學雜誌》第 2 期（蘇州：1928 年春），頁 13。
236 沁秋，〈女子體育〉，《女子周刊》第 20 號（北京：1930.03.12），轉載自吳美華，〈北京益世
報的女子周刊〉，收入北京市婦女聯合會編，《北京婦女報刊考 1905-1949》（北京：光明日報
出版社，1990），頁 1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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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而子亦病，母弱而子亦弱，甚且生育困難，嗣育斷絕；或因妻多疾病，而

夫婿受其牽累……務使全國女子，皆得衛生之實益。俾母強而子強，強民強

種，則國亦強矣。237

文中不僅將女子本身的生理健康視為家庭幸福之基礎，並且也論及注重女子衛生之

最終受惠者，厥為國家。因為母強而子強，子強而民強，民強而國強。層層關聯，

忽略不得。民國二十四年，鎮江《醫事公報》又有〈國民健康運動之意義及方法〉

一文，論述「國民健康是近代國家興國的要素」，且「國民健康運動的意義是整個

的」，故必須注意乳兒健康，因為「乳兒健康是國民健康的基礎」，而「幼乳兒健

康的保持和增進，與婦嬰衛生有關」，因為「對於婦女健康的注意，即所以實施嬰

兒保健」。238作者循序漸進，層層推演出婦女健康，實居於所有國民健康之樞紐位

置。民國二十五年六月，另一作者也提到國民健康，「於國運之隆者，實有極大關

係」，而「增進現代婦女之健康，實為促進民國健康之要圖」。239直到 1940 年代這

種理論仍很常見。民國三十一年，孫家壽醫師在重慶《婦女月刊》的專欄中就指出：

「講求婦女衛生的目的，說大點，是希望我中華民族的優進；說小點，在使我國婦

女能注意健康生活，以適應職業和時代。」240顯然，這一時期婦女健康之受重視，

係拜女子為「國民」的製造園地所賜。

三、撫育民族幼苗的母親

根據醫療社會學者的研究：「對他人需求的敏感」以及「承擔照顧者的角色」，

深植於女性心理社會化的過程中，所以女性會自動地將照顧家人當成自己的義務及

責任， 241 而社會上亦往往將這些責任歸諸於女子。紐西蘭學者 Elisabeth

Croll(1944-2007)也指出：「幾乎所有已知文明都將照顧者的角色保留給女性，其中

237 朱彩霞，〈政府應提倡女子衛生說〉，《婦女醫學雜誌》第 12 期（蘇州：1930，秋），頁 12。
238 高梅芳，〈國民健康運動之意義及方法〉，《醫事公論》3:13（鎮江：1935.04.16），頁 6-9。
239 葛克全，〈節制生育與國民健康〉，頁 1-5。
240 孫家壽，〈婦女衛生〉，《婦女月刊》2:1，頁 36-37。
241 劉仲冬，《女性醫療社會學》，頁 12-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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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接生、撫幼、養生、送生，及照顧病弱等」。242這種情形，自然也存於中國，

同時也是近代婦女受到重視的另一原因。

由於嬰兒出生之後，尚無自行存活之能力，故父母的「養育」之責，事屬必然。

就嬰兒而言，所謂的「養」，自是以「乳養」為主。受限於男女生理差異，以及造

物者之巧妙安排，婦女誕兒之後，自然分泌可配合嬰兒消化成長之乳汁，所以「乳

養」一事，自是女子份內之責；況且，「嬰兒之康健與孱弱」，攸關「一生之安健」

與否，若鞠育得道，「在家庭則為克家之嗣子，在國家則為強果之國民」。243因此，

婦女在「生產」之外所肩負的「乳養」功能，仍不可輕忽。

不過，就清末的發展看來，當時知識分子對於母親「養育」角色中「育」的部

分（即「母教」）似乎更加關注。因為母教與女學有著密不可分的關係，而女學則

是時人視為「富國強種」的重要手段之一。244雖說早在 1870 年代，《申報》已有文

章就女學之重要展開討論，甚至還提出「萬物先陰後陽，不有女也，男何以生？」245

的論調，將女子置於人類社會之樞紐地位，可惜曲高和寡，彼時有此認知者微乎其

微。時至清末，當中國遭受進一步打擊後，女學之重要性又重新被提起，而「母教」

則是其用以宣傳鼓吹的原因之一。梁啟超在強調女學的重要性時，就曾指出：女學

是天下存亡強弱之所繫，因為「治天下之大本二，曰正人心，廣人才，而二者之本，

必自蒙養始，蒙養之本必自母教始，母教之本必自婦學始。」246任公的說法，很快

受到鄭觀應(1842-1922)的附和，他同意女學乃「國家之興衰存亡繫焉」的說法，並

進一步指出：「襁褓之嬰，孩提之童，親母之日多，親父之日少，親母之性多，親

父之性少」，「使母教之而善，則其子成立也易」。247康有為之女康同薇(1879-1974)

242 Elisabeth Joan Croll, Feminism and Socialism in China (London, Henley, & Boston: Routledge
& Kegan Paul,1978), p.28.

243 蕉心，〈女子當有普通醫學常識〉，《婦女時報》第 15 期（出版地不詳：1914.11），頁 3-5。
244 清末倡設女學的原因，約有以下數端：增加生產、改良家庭、兒童幸福、強國保種。參見
呂士朋，〈辛亥前十餘年間女學的倡導〉，收入鮑家麟編，《中國婦女史論集》（臺北：稻鄉出
版社，1993），三集，頁 253。

245〈論女學〉，《申報》，光緒 2 年 3 月 30 日。
246 梁啟超，〈論女學〉，頁 79。梁啟超提倡女學時，常有類似的言論，請參見呂美頤、鄭永福
著，《中國婦女運動(1840-1921)》，頁 85。

247 鄭觀應，〈致居易齋主人論談女學校書〉，轉載自《中國婦女運動歷史資料(1840-1918)》，頁
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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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認為：幼童啟蒙以「賢母」最為良善，因為：

初生之赤子，天性純一，其性情嗜好，惟婦人能因其勢而利導之。且孩提之童，

狎母而畏父，習於父者寡，成於母者多，幼之所學，壯而行焉。248

故幼學關乎人才之培養，而人才又關乎國勢之強弱。249母教的重要性由此可見。

母教與女學，及其與國家興亡之關係，經梁啟超、鄭觀應、康同薇等人的宣傳

後，迅速為時人所接受，並成為許多人倡設女學時所引用之措辭，250母教的重要性

也終於獲得清政府的重視。光緒二十九年，清廷頒布《奏定蒙養院章程及家庭教育

法章程》，其中有〈蒙養家教合一〉一篇，內容談及：

女學原不僅保育幼兒一事，而此一事為尤要，使全國女子無學，則母教必不

能善，幼兒身體斷不強，氣質習染斷不能美。蒙養通乎聖功，實為國民教育

之第一基址。251

由此可見，「母教強國」的觀念，是當時政府之所以倡導女學的重要因素之一。這

種提倡母教的思想，在當時的社會相當流行。光緒三十年，上海《女子世界》中就

有人呼籲身為「國民之母」的女子，必須負起「教子之責任」；252次年，上海科學

書局所發行的《初等小學女子官話修身教科書》中，第一課就說：「女子為國民的

母，所以讀書識字，比男子更覺要緊。」連留日學生也有此思想，光緒三十二年，

留日女學生孫清如著〈論女學〉一文，指出：「體質何以強？得其養而已；何以弱？

失其養而已。夫養之之豫，孰有踰于母哉？欲母之能豫養其子，舍學奚由？」253孫

清如同時還根據天演公理闡述母教的重要性：

種族何以有勝敗？勝敗於優劣而已。處競爭劇烈之場，而無真實能力與之角，

斷未可儌倖以苟全。今夫一女不學，則一家之母無教，一家之母無教，則一

248 康同薇，〈女學利弊說〉，轉載自《中國婦女運動歷史資料(1840-1918)》，頁 85。
249 康同薇，〈女學利弊說〉，頁 85。
250 如：〈女士潘道芳論中國宜創設女義學〉、〈勸興女學啟〉，林紓，〈閩中新樂府．興女學〉、〈中
國宜維持女學說〉等。以上參見《中國婦女運動歷史資料(1840-1918)》，頁 89、97、118、127。

251 舒新城，〈近代中國女子教育思想變遷史〉，《婦女雜誌》14:3（上海：1928.04），頁 5。
252 碧城女士，〈論某督札幼稚園公文〉，《女子世界》1:9（上海：常熟女子世界社 1904.09），
頁 1。

253 轉載自舒新城，〈近代中國女子教育思想變遷史〉，頁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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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之子失教；積人成家，積家成國，有學無學，受教失教，優劣相形，勝敗

立判矣。254

由此可見，倡女學的目標仍不出「正母教以救危亡」的框架。辛亥年間(1911)，又

有人著文闡述：「婦女最大之責任，無過於鞠育子女者」，並進一步提到：此一責

任之於「種族之強弱」，大有影響。顯然，自戊戌以後，女子教育的宗旨，始終與

母教「實為國民教育之第一基址」有關，故可以視為是以「賢母」式的教育，或是

「賢母良妻」式的教育為主，255而其最終目的，仍在於民強國強的考量。進入民國，

這類的「賢母良妻」主義，256雖曾在五四時期及 1930 年代引發爭議，257但事實上，

此種思維模式，仍持續主宰近現代中國的女子教育，尤其是「良母」的期許，更是

深為許多女性所認同。258

四、「國民之母」的覺醒

自戊戌以降，經梁啟超等人宣揚國家、國民等概念之後，至光緒末年，有不少

女性已逐漸熟悉國家主權的重要性，並認同身為國民一份子，也必須為國家盡一份

心力的義務，259這與過去顧炎武(1613-1682)所說的「國家興亡、匹夫有責」的刻板

印象大異其趣。以往在國家大事上，女子的傳統責任，充其量也不過是臨亂守節，

不得已時一死了之。260但近代中國婦女，卻逐漸站上舞臺，高談政治，言論愛國，

深刻地思考自己與民族命運之關聯。當然，這些成果的出現，與戊戌以來大規模的

254 轉載自舒新城，〈近代中國女子教育思想變遷史〉，頁 5。
255 舒新城，〈近代中國女子教育思想變遷史〉，頁 5；劉蜀岩，〈晨報的婦女問題〉，收入北京
市婦女聯合會編，《北京婦女報刊考 1905-1949》，頁 120。

256 北京市婦女聯合會編，《北京婦女報刊考 1905-1949》，頁 13。
257 相關討論，見許慧琦，〈一九三○年代「婦女回家」論戰的時代背景及其內容──兼論娜拉形
象在其中扮演的角色〉，《東華人文學報》第 4 期，（花蓮：2002.07），頁 137-162。

258 據筆者檢視當時的報章雜誌，即使是提倡女權、反對「賢妻良母」式教育者，其所訴求的
主軸，在於不甘女性僅被單一定位為「賢妻良母」，不欲女人僅是男人之玩物，不願終身僅
以家庭為其活動之場所；其所欲者，在於要求女子就職之權利，以及盼望男子能共同分擔家
務，達成兩性平等之生活。尤為值得注意的是，就筆者所見，無論是在五四時期，抑或在 1930
年代「婦女回家」的浪潮中，這些高唱女權的言論中，甚少出現反對「良母」職責的內容。

259 相關討論，參見鮑家麟，〈辛亥革命時期的婦女思想(1898-1911)〉，收入《中華學報》1:1（臺
北：1974.01），頁 109-130。

260 李默編著，《百年家庭變遷(1900-2000)》（南京：江蘇美術出版社），頁 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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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足與女學的倡設，有密切關係。進入二十世紀，女性對於自我的定位，也在為國

盡責的氛圍中，以及一些聞人密集地宣傳之下，自我期許為「國民之母」，前文所

提之康同薇、張肩任、林宗素、曾競雄等人，均是女兒之身，由她們的言詞中可看

出，「國民之母」儼然是新時代女性的驕傲。類似的言論，日後又隨著母教的提倡，

更加風行。民國六年，梁華蘭在討論女子教育時，仍以「女子者，人類之母也」與

時人共勉。261不久，又有一位母親投稿，與讀者分享其教育子女之心得，文中特別

指出：

今日我國之國勢何以弱？國民弱之也。風俗何以壞？國民壞之也。今日之子

女，第二代之國民也；國民之第二天性，即在孩提之時造成。而今日養成其

惡習，傷害其身體，則為母者之罪惡，又何所辭乎？262

因此，這位母親積極呼籲為人母者，應善盡教養子女之責，這樣既能保障子女之健

康及品德，又能為國養育出優秀的下一代，以絕國弱民弱之患。

時至民國二十年代前後，隨著內憂外患之愈發嚴重，中國女性對於「國民之母」

或「民族的母親」的認同感益發昂揚，即使是反對完全屈服於賢妻良母主義者，也

同意男女分工，並以「女子負撫育兒童責任」自任。263民國二十二年，以提倡女權

著稱的上海《女聲》雜誌中，就有一篇題為〈擺脫母性〉的文章指出：

種族的綿延，文化的進展，社會的秩序，家庭的幸福，一切一切，不是全靠

這偉大的母親為其磐石、為其源泉麼？不差。我們不能不承認般生(Bjrustjrue

Bjrustrrne)的話「一切創造皆發源於母」。母親的貢獻，是偉大的，母親的精

神，是崇高的。264

同年八月，該雜誌又有文章提及：在婦女們所從事的各項事業中，「做母親」是屬

於一項「頂偉大的事業」，因為母親是「創造人」的人。265稍後，上海《婦女月報》

261 梁華蘭，〈論女子教育〉，《新青年》3:1（北京：1917.03），頁 2。
262 繆程淑儀，〈免除惡僻之育兒談〉，《婦女雜誌》5:12（上海：1919.12），頁 2。
263 社英，〈現代女子應負何種責任問題〉，《婦女共鳴》第 11 期（南京：1929．09），頁 8。
264 金石音，〈擺脫母性〉，《女聲》1:17（上海：1933.05），頁 2。
265 伊凡，〈合理化的母性愛──婦女運動中一個新的方向〉，《女聲》1:16（上海：1933.08），頁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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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有人呼籲：我們婦女要「認清生育是婦女對國家社會應有的責任與義務」；266並

且也有人提及：教養子女，不僅是「婦女無從擺脫的義務」，同時也「負起了復興

民族的大使命」。267

抗戰爆發後，這類言論更加蓬勃發展，成為戰時女性為國奉獻的一項重要指標，

有人說：建設新中國，要「先從婦女本身做起」，因為婦女負有教育未來新國民（兒

童）的責任；268又有人聲稱：「母親是未來民族生命力之培養者，未來民族生命力

之指導者」，「母親為著繼承民族的責任，而養育著教導著民族未來生命力。」269還

有人談到：「第二代國民的育成才是人類無上光冕的重務」，270而此事非母親不可。

小結

眾所周知，「重男輕女」、「男尊女卑」的觀念，在傳統中國社會極為明顯。271

所幸，女子懷胎十月的艱辛，以及撫養子女的勞苦，仍深為社會所推崇，故傳統婦

女唯一能凌駕於男性之上的機會，只有在成為兒子的「母親」時方有可能。272值得

注意的是，傳統社會女性地位之轉換，在於其有資格成為母親之「後」，亦即在於

懷孕或是誕子（尤其是生男嗣）以後，其處境才有可能提升，所謂「母以子貴」即

是如此。但這種情形，在近代卻有不同的發展。

晚清國勢岌岌可危，「東亞病夫」之說不脛而走。時人為救亡圖存，先後自國

外引進各種概念與思想，包括天演進化之說，以及種族、民族、國家、國民等政治

思想。在這些思潮的交互作用下，中國人不僅體認到競爭求存的道理，同時也深深

籠罩在一片「種戰」的危機中。為求「保種」，進而創造一強而有力的國家對抗列

強，知識分子乃致力發揚民族主義，塑造「中華民族」以團結國人，並宣揚近代西

266 白，〈由意大利獎勵生育而想到中國的生育問題〉，《婦女月報》1:6（上海：1935.07），頁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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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的「國家」、「國民」概念，積極教育民眾負起愛國與救國的義務。此外，知識

分子也進一步檢視當時中國國民的素質，並一致認為有改造之必要。於是，尚武思

想、軍國民教育、提倡體育、注重衛生等言論喧騰一時，而其最終目的不外乎「保

種強國」。

不過，當時的「改造國民論」，主要是針對已經出生的國民而言，至於先天良

種的培育，則必須從孕育國民的女性著手。這類思想，首先以不纏足運動的倡導為

其濫觴。尤其是甲午之後，由朝廷官員及士大夫所提倡的不纏足運動，更是在「種

戰」的威脅下，為求「保種」，從國家民族的立場出發，討論纏足有「弱種弱國」

之虞。於是，婦女與種族國家的關聯，成為甲午之後不纏足運動的特色之一。值得

注意的是，時人對於纏足弱種的批評，主要是基於肉眼的觀察，以及從中醫「血氣

運行」的觀點出發。二十世紀以後，開始出現以科學方法論證纏足之害的事例。1905

年，日籍醫師角田秀雄以臺灣婦女為研究樣本，參照之前西人對中國婦女所做的調

查，研究纏足對女性骨盆的影響。此外，二十紀初期及 1970 年代，西方也有醫師對

纏足婦女的腳部進行 X-ray 檢查。透過這些醫學研究發現，纏足對孕產的不良影響，

以其所導致的行動不便、運動不足最為嚴重，這些因素不僅終身戕害婦女的身體健

康，也有可能引發難產。

另外，清末士大夫在提倡不纏足運動時，也常將解放女足與促成女學相提並論。

因為，提昇母親的智識、端正母親的言行，對於養成優良的未來國民，有重要的意

義。至二十世紀初期，中國人緣於上述因素而重視女子的風潮越發盛行，女子甚至

因此被戴上「國民之母」的桂冠。與此同時，人們對於女性健康的重視，也由過去

專注於纏足，進而注重整體的婦女衛生，因為無論是孕育良種，抑或養育良民，均

需有健康的母親方能成事。換言之，母體健康才是正本清源的關鍵。這類言論，日

後更因政局紛亂、外患加劇，而益加盛行，而女性對自己「國民之母」的定位也更

加認同，期許自己能基於「母親」的立場，為國家民族作出貢獻。儘管期間曾有女

權運動者反對「婦女回家」的插曲，但整體而言，女權運動者所反對者，在於不想

成為男性的玩物，以及放棄就業之權利，其對於「賢母」的角色，並未有太大的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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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婦女衛生正是乘著這波「國民之母」的風潮，逐漸受到重視，並得到發展。

以下將依照女性生命周期，逐章探討近代中國婦女在面臨月經、懷孕、生產等

生命歷程時，和傳統中國有何不同，並且也將討論近代西醫婦產科醫療在中國發展

的情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