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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  論 

第一節 研究動機 

  「我是墮過胎的女人，這就宣判我是個有罪的女人嗎？」1 

  「台灣每年墮胎人數達三十到五十萬，每年就有一次南京大屠殺！」2 

2006 年 10 月時，行政院在未徵得婦女權益促進委員會的同意下通過優生保

健法修正草案，引起婦權會委員強烈反彈，三位委員認為婦權會在優生保健法的

修正上，無法保障女性權益，因而引咎辭職（徐珮君、張勵德、黃敬平， 2006

年 10 月 20 日）。 

時間溯至 2003 年，衛生署國民健康局為了讓優生保健法「與時俱進」，3因

此提出優生保健法修正草案，主要修改內容包括： 

（一）優生保健法改名為生育保健法。 

（二）未婚之未成年人，須徵得法定代理人同意才可施行人工流產的年齡， 

由 20 歲修正為 18 歲。 

（三）墮胎前「告知」配偶即可，不需要配偶「簽名同意」。 

（四）墮胎姙娠週數上限 24 周改為 12 周。 

（五）墮胎前須強制接受諮詢且設有三天思考期。 

此修正草案經由媒體報導，加上婦運團體、宗教團體的介入與聲援，優生

                                                 
1 Amy（2005）。〈我是墮過胎的女人〉，網氏/罔市女性電子報第 204 期。 
  http://forum.yam.org.tw/bongchhi/find/getFile.pl/bongchhi/old/tv/tv203.htm? 
 
2 參見徐珮君、張勵德、黃敬平（2006 年 10 月 20 日）。〈婦權會三人請辭 政院慰留〉，《蘋果日

報》，政治版。 

 
3 衛生署長侯勝茂表示，優生保健法已實施 22 年，須與時俱進因而要修改。參見陳柏因（2006
年 12 月 12 日）。〈墮胎擬強制諮商 遭抗議〉，《蘋果日報》，生活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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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健法成為各界都相當關注的事件。除了媒體在修法期間持續追蹤報導外，婦

科醫師、學術界、學生等都投書媒體表達意見。如馬偕醫院婦產部主治醫師江

盛便投書《蘋果日報》，批評優生保健法是「封建落後的修正案」（江盛，2006

年 12 月 15 日）；同在醫界的林口長庚醫院婦產科主治醫師劉競明則認為為了保

存更多生命，思考期是必要做法（劉競明，2006 年 12 月 13 日）；《中國時報》

也由校園特派記者訪問政治、世新、輔仁、文化等多所大學學生，製作成專題，

反映學生意見。4 

2006 年 10 月行政院通過的修正草案版本，已與衛生署在 2003 年提出的版

本不同，但仍規定未婚懷孕以及「懷孕會影響心理健康與家庭生活」而墮胎者，

都須接受強制諮商及經過三天思考期；已婚婦女墮胎不需要配偶簽名同意，但

要告知配偶。5 

原本就最受爭議的強制諮詢與思考期再次成為爭論焦點，婦運團體6認為要

求懷孕女性接受強制諮詢與思考期，是輕視女性能力（林河名，2006 年 5 月 3

日）；贊成諮詢與思考期者則認為三天思考期太短，要求提高到六天（林倖妃，

2007 年 1 月 5 日）。 

行政院婦女權益促進會委員便批評這種試圖利用政策來控制、干預女性生

育自由的法案，簡直就是在女性權益上大開倒車，侵犯女性的身體自主權（行

政院婦女權益促進委員會民間委員，2006 年 10 月 26 日）。但矛盾的是，1985

年頒布實施的優生保健法，其目的並非是為保護女性身體自主權，而是希望提

                                                 
4 參見郭芝芸、洪微雅、吳泓勳、陳泊村（2006 年 11 月 13 日）。〈大學生連署抗議強制墮胎考

慮期〉，《中國時報》，校園週報版。以及陳嘉宇、陳至中（2006 年 11 月 20 日）。〈墮胎法案誰理

妳？〉，《中國時報》，校園週報版。  

 
5 見優生保健法修正草案總說明，行政院第六屆送請立法院審議法案。

http://www.ey.gov.tw/lp.asp?CtNode=242&CtUnit=162&BaseDSD=16&pagesize=300 
 
6 本文所提及的婦運團體包括行政院婦女權益促進委員會、台北市女性權益促進會、台灣女人連

線、婦女新知基金會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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升國家經濟、提高人口素質，並與當時政府大力推行的「家庭計劃」相互配合，

達到節制人口目的（劉仲冬，1995）。 

台灣的墮胎爭議除了反映在優生保健法多次修法正反意見難以統合外，2004

年也因為墮胎影片【殘蝕的理性】（Eclipse of Reason）而引發社會討論。【殘蝕

的理性】是台灣護理課程經常播放的墮胎影片，筆者就讀高中時就曾在護理課的

課堂上看過此片，當時對於影片中支解胎兒的片斷感到噁心、殘忍，並對墮胎感

到恐懼。輔仁大學神學院於 2003 年取得【殘蝕的理性】版權後發行印製十萬多

片，影片內容經由媒體報導後引起社會軒然大波，更引發反對墮胎、強調胎兒生

命權的宗教團體與贊成墮胎、主張女性身體自主權雙方的激烈論戰（盧禮賓，2004

年 4 月 16 日）。 

婦運團體7認為此部影片提供的資訊既偏頗又過時，多數的墮胎都在懷孕三

個月內進行，而非影片呈現的中期墮胎；且影片是有預設立場的，配上道德譴

責的旁白，對女性而言是「道德體罰」，只會讓女性厭惡、疏離自己的身體。輔

仁大學神學院院長艾力勤則認為，就算是早期墮胎也一樣殘忍，況且影片中支

解胎兒的墮胎方式，的確普遍使用於晚期墮胎。反墮胎的佛教團體也強調，墮

胎是一件殘忍的事，然而現代人以「優生保健」、「終止懷孕」、「引產」等詞彙

來代替墮胎，只是一種美化文字的陷阱（蔡文婷，2004）。 

優生保健法修正案爭議不斷，媒體也持續追蹤報導法案修改爭議及動態。筆

者注意到，新聞除了報導正反兩方意見外，不時將法案的修改置於「台灣生育率

連年降低」的背景下，如「國內已出現少子化現象」、「台灣出生率年年降低」（沈

能元、吳佩芬，2005 年 5 月 24 日）；婦運團體不斷舉出弱勢女性因優生保健法

                                                 
7 如台灣女人連線常務理事黃淑英及蘇芊玲均投書《自由時報》，質疑【殘蝕的理性】內容的真

實性及對性教育是否真的有幫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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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被迫從事地下墮胎的案例，反對墮胎的團體8則大力提倡對生命的尊重，並將

婦運團體指為「激進女權運動份子」、或是被貼上「劊子手」9、「不尊重生命」

的標籤。反之，在 1980 年代優生保健法立法之初，媒體所呈現的是「國家良政」

的欣喜之氣，如「優生法施行可減人口壓力提高素質」（聯合報，1982.5.21，版

3）、「立委大都贊成墮胎合法化」（聯合報，1982.11.5，版 3）等。兩者字句相互

對照，明顯形成強烈對比。 

語言符號的使用，可以提供原始事件新的意義，或加強事件的某種屬性，

並藉由符號的社會關聯性，加強或改變大眾對事件的認知，也就是新聞會對事

件進行再定義，改變事件的組合與意義（Carragee, 1991；轉引自陳若齡，2004）。

因此，媒體呈現的墮胎報導雖無法決定大眾對墮胎的觀感，但可以為社會建構

出墮胎真實。且不可否認的是，做為大眾取得資訊的重要管道，媒體勢必會影

響大眾對墮胎的認知。 

如前所述，各個團體都積極在媒體中進行角逐，試圖在媒體上獲得發言權，

一如 Taylor 與 Willis（1999）所言，媒體是意義鬥爭的場域，事件在各種意義

的角力中失去原始意義，呈現出的新意義就代表某一歷史時空下的權力關係。

所以論述是特定社會體制下所產出的一組語言，它是意識型態的物質存在，因

此論述的意涵是被意識型態所賦予，意識型態則透過論述來散播流傳（游美惠，

2000: 27）。換言之，媒體既然是特定時空中、社會文化下的產物，媒體再現就

與社會價值脫離不了關係。 

因此，本研究試圖從主流媒體對於優生保健法立法與修改討論的報導中，

檢視這 40 年左右的新聞如何再現優生保健法、如何呈現法案爭議、又為閱聽大

                                                 
8 在優生保健法的辯論中，反對墮胎的聲音主要來自於「尊重生命大聯盟」，基於尊重生命的理

念而反對墮胎。此組織是由 1200 多個組織所組成，其中包括基督教、天主教、佛教、道教、一

貫道等，法鼓山聖嚴法師及佛光山星雲法師也參與連署。 
 
9 如婦女新知協會理事李佳燕就被指為「極端父權運動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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眾建構出何種樣貌的墮胎真實。此外，本研究也欲探討優生保健法相關報導所

反映出的意識型態以及社會文化的變化。 

第二節 研究背景 

壹、優生保健法的立法背景及緣由 

  台灣在 1936 年後死亡率開始下降，加上 1949 年國民政府遷台以及 1950 年

代政治、農業、醫學等整體環境的改善，1951 年人口自然成長率到達千分之 38.4

的高峰。由於台灣土地狹小，資源不足，許多學者認為如此高的人口自然成長率

將使經濟無法進一步成長，也無法提高人民生活水準，因此人口學者便開始關注

台灣人口壓力的問題，1950 年代開始有學者提倡節育（鎮天錫、尹建中，1983）。

1955 年當時的總統蔣介石指示進行人口普查，結果發現從 1946 到 1956 年間，

年平均人口成長率是千分之 35，若以此速度推算，20 年後台灣人口就會增加一

倍，突顯人口壓力的問題，所以政府勢必要制定合宜的人口政策以控制人口增加

的速度（劉仲冬，1995）。 

  政府為控制生育，在 1959 年推動名為「孕前衛生」、實為推行避孕的計畫。

1962 年美國製造的「樂普」（子宮內避孕器）上市，在政府的推廣下，1964 年到

1969 年的五年間，「樂普」的裝置就高達六十三萬五千個。這樣大規模的控制生

育計畫，使生育率從 1951 年的千分之 49.97 降到 1971 年的千分之 25.64，但 1971

年後生育率下降趨緩，使得政府必須另覓方法降低生育率（劉仲冬，1995）。 

在 1966 年 7 月 4 日召開的第一屆全國人力資源研討會中，就曾建議政府擬

定人口政策，而政府也在 1969 年公佈「中華民國人口政策綱領」，宣示我國人口

政策的目的在於：「求人口品質的提高、人口之合理成長、國民健康之增進、與

國民家庭生活之和樂」，由此可看出當時人口政策是重質不重量（劉仲冬，19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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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到了第三屆全國人力資源研討會，更有進一步的建議：「家庭計畫所推廣

的避孕方式並不能達到百分之百的效果，為了達到人口成長率的目標，對於不願

繼續生育而避孕失敗者，應准其合法墮胎」（鎮天錫、尹建中，1983: 48）。 

其實在 1967 年完成的「中華民國人口政策綱領」草案已含有合法實施人工

流產的規定，但行政院進行核定時認為這部份需要再考慮，所以又發回內政部研

議（劉仲冬，1995）。而當時的總統蔣經國在 1979 年時表示，希望十年後人口自

然成長率可以降到千分之 12.5，且當時政府也極欲降低自 1971 年之後就不再下

降的出生率，因此優生保健法在配合人口政策的情況下送進立院審查，並在 1984

年通過立法（顧燕翎，1990）。 

在衛生署向立法院說明立法要旨時，提出的理由包括：10 

（一）講求民族優生，提高人口素質。 

（二）貫徹國家政策，維護法令尊嚴。 

（三）順應社會需要，增進社會福祉。 

（四）確保婦幼健康，促進全民健康，增進家庭幸福。 

（五）促進社會繁榮，提高生活品質，達成人口合理成長。 

換言之，優生保健法的實施與當時推行「家庭計劃」、希望降低出生率的時

代背景有關，主要是為了節制人口，降低人口壓力，提升國家經濟發展。 

貳、優生保健法內容及其演變 

優生保健法總則說明立法目的在於提高人口素質、保護母子健康及增進家庭

幸福，法案包括優生保健諮詢委員會及優生保健委員會的設立、婚前健康檢查、

避孕器材使用、人工流產與結紮手術。 

                                                 
10 參見立法院公報 71 卷 100 期。http://lis.ly.gov.tw/ttscgi/lgimg?@717010000;0110;0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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優生保健法在頒佈實施後至今，只經歷兩次小幅修改，一次是在 1999 年 3

月為配合刑法第 221 條等之修正，將「強姦」修改為「強制性交」；第二次修改

在 1999 年 11 月，為配合政府機關的組織調整，更改法案中的主管單位。11很明

顯的，這兩次修改基本上並無涉及優生保健法最受爭議的「倫理道德」性。 

直到 2006 年，衛生署認為「由於醫學科技日新月異，社會環境及家庭結構

變遷，現行規定已無法符合實際需求」，12因而提出優生保健法修正草案。事實

上，衛生署國民健康局在 2001 年 5 月就著手研擬修正草案，在歷經優生保健法

修法專家會議、優生保健法修法核心委員會、衛生署法規會、衛生署署務會議、

行政院法規會等多次會議討論，終於在 2003 年提出優生保健法修正草案（後更

名為「生育保健法」）。與原本優生保健法的主要差異在於：13 

（一）配合醫學發展，增列藥物為人工流產之方法。 

（二）增訂遺傳疾病防治服務相關規定。 

（三）主管機關應建立生育保健相關諮詢、輔導諮商服務網絡。 

（四）因「懷孕或生產將影響其心理健康或家庭生活」而實施人工流產者，

醫療機構將提供諮詢，並於三日後經懷孕婦女簽具同意書才能進行手

術。有配偶者，要在簽同意書前告知配偶。 

（五）未滿 18 歲的未婚婦女實施人工流產前，須法定代理人同意，並經輔導

諮商。 

然而在召開行政院院務會議之前，當時的衛生署長陳建仁卻因部分條文爭議

過大，主動撤回修正草案。2005 年衛生署又提「生育保健法」草案，內容大致

                                                 
11 見優生保健法法條沿革。 
http://lis.ly.gov.tw/lgcgi/lglaw?@14:1804289383:f:NO%3DE02517*%20OR%20NO%3DB02517$$10

$$$NO-PD 
 
12 見優生保健法修正草案總說明，行政院第六屆送請立法院審議法案。 
http://www.ey.gov.tw/lp.asp?CtNode=242&CtUnit=162&BaseDSD=16&pagesize=300 
 
13 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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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更動，但思考期部分由三天改為五天，只是又被行政院退回衛生署重新審議。

2006 年 10 月，行政院通過「生育保健法」並送至立法院，此版本思考期部分又

從五天改為三天。14雖然修正草案在 2006 年就已送進立法院，不過正反意見難

以統合，2007 年 1 月的立法院審議會因而流會，以致優生保健法迄今仍未有所

改變（高有智、林倖妃，2007 年 1 月 5 日）。表 1-1 即為優生保健法從研擬初期

到 2007 年的發展過程。 

参、優生保健法的爭議 

優生保健法內容雖包含健康檢查、人工流產、以及結紮手術等，但往往引起

爭議的部分都在人工流產。我國以農立國，自古就有「人多好種田」的俗諺，加

上多子多孫多福氣等觀念，讓推行節育難上加難。另一股反對力量源於當時欲反

攻大陸的特殊政治情況，使提倡節育被認為是「意圖削弱國軍實力」、「違反國父

遺教」（鎮天錫、尹建中，1983）。此外，節育的爭議還包括傳統對於「性」的恐

懼，害怕女性一旦得到避孕知識，將造成性行為氾濫與道德淪喪（劉仲冬，1995）。 

鄒孟珍（2004）分析立法院公報處出版的《立法案專輯—優生保健法》，發

現優生保健法立法時，提到最多的是關於現況的討論，以及人口、社會風氣、優

生與婦女健康；相對來看，宗教以及女權最少（見表 1-2）。 

即使頗有爭議性，但最後基於人口與經濟發展的考量，優生保健法仍通過立

法。在優生保健法實施後，相關討論沉寂許久，一直到 2001 年衛生署有意修改，

相關討論才又再度浮現。 

2004 年衛生署提出的修正草案，相關討論也都集中在人工流產的部份，尤其

是配偶同意權、強制諮詢與思考期的規定，更是引起宗教團體與婦運團體的論戰。 

                                                 
14 見台灣女人健康網—生育保健法大事記。http://www.twh.org.tw/11/02-2.as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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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1：優生保健法重要事件發展表 

日期 事件 
1968 衛生署著手擬訂優生保健法。 

1970~1982 優生保健法草案因意見無法統合，數度往返衛生署與行政院間。

1982/5/20 行政院通過優生保健法草案。 
1982/10/13 在立法院首度進行審查。 
1982/11/4 立法院初審通過優生保健法。 
1984/6/23 三讀通過，但第九條決定再審查。 
1984/6/29 第九條審察完畢，三讀通過並決定於 1985 年 1 月 1 日實施。 
1985/1/1 實施優生保健法。 

1998/5 
台北市女權會要求衛生署正視台灣女性生育問題，修正優生保健

法以符合今日女性生育現況。 

2001/5 
衛生署著手召集學者專家與民間團體代表參加「研商修正優生保

健法會議」。 
2002/11 衛生署召開優生保健法公聽會。 
2003/4 衛生署提出優生保健法修正草案。 

2003/8/27 
衛生署長陳建仁於行政院會以部分條文爭議過大為由，主動撤回

修正草案。 
2003/10/23 衛生署二度將優生保健法修正草案送進行政院院會。 

2004/4 墮胎影片【殘蝕的理性】引起爭議，婦運團體與宗教團體展開筆

戰，連帶引發對優生健保法的討論。 
2005/5 衛生署所提「生育保健法」草案，思考期部分由之前的三天改為

五天，並將未成年的年齡定義降至 18 歲。 
2006/2 衛生署召開優生保健法諮詢委員會，將思考期改為三天。 
2006/5 立法院衛環委員會進行優生保健法修正條文審查。 

2006/5/11 台灣女人連線、台北市女權會、高雄市婦女新知協會、婦女新知

基金會等團體召開「女人是弱勢不是弱智！」記者會，反對強制

諮商與思考期的規定。 
2006/10 行政院「生育保健法」拍版定案並送至立法院，此「生育保健法」

版本引起行政院內部的婦女權益委員會強烈反對，還引起婦權會

委員辭職抗議。 
2006/12/11 立法院衛環委員會召開生育保健法公聽會。學生團體在立法院前

抗議強制諮商與思考期之規定。立法院於同日下午召開會議逐條

討論生育保健法，但決定將強制諮商與思考期延至次會期討論。

2007/1 立法院再度審查優生保健法修正草案，但審查會流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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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2：1984 年優生保健法立法時之爭議 
面向 支持立法的理由 反對立法的理由 
現況 1. 許多婦女因刑法限制而無法實施

人工流產，但又有墮胎需要，不

得已只好轉入地下。 
2. 不准婦女墮胎，可能會導致孩子 

在不被期待的環境下長大而產生

更多社會問題，例如父母經濟壓

力、私生子要面對的社會眼光。

 

人口 台灣自然增加率過高，會影響經濟發

展，且人口密度位居世界第二，應節

制人口配合人口政策。 

將來要反攻大陸，要有足夠的人口

來治理地方，因此不須節制。 

社會

風氣 
優生保健法的通過與性氾濫之間沒

有必然關聯。 
墮胎會造成社會風氣的敗壞，導致

性氾濫。 
優生 1. 除了量的控制，還要注意品質的

提升。 
2. 強國必須先強種，甚至認為有精

神疾病或遺傳性疾病者應強制人

工流產，以免對國民健康造成不

良影響。 

 

婦女

健康 
婦女要實施人工流產不得其門而

入，只好找密醫，傷害婦女健康。 
 

胎兒

生命 
生命未形成前，人工流產並非不人道

的行為。 
以宗教觀或是生命權的觀點，認為

人工流產是殺人行為。 
世界

潮流 
有許多國家已經立下人工流產的法

律，因此這是一個相當進步的法令，

台灣起步已晚。 

美國開始對人工流產有多種規

範，顯示開放人工流產的確有不良

影響。 
禮教  從孔孟的仁義到國父、蔣公的遺

教，認為人工流產是違反中國禮教

的行為；我們奉行的三民主義也不

任意殺人，如果立法殺人跟共匪草

菅人命沒兩樣。 
宗教  胎兒有生命，這是謀殺行為。 
女權 懷孕、生子、養兒育女雖是一種義務

與責任，但我們應該讓婦女有權選擇

自己最適當的時機懷孕。 

 

摘述自鄒孟珍（2004）。《優生保健法修法準備過程之觀察》。成功大學公共衛生研究所碩士論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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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配偶同意權部分，反對墮胎須獲配偶同意者認為，從需要配偶「同意」到

「告知」配偶，看起來自主權似乎有所提升，但若婦女告知配偶，丈夫又不同意，

這不也是在為人工流產設限？而不能得到配偶同意的婦女，多半是處於婚姻有問

題或家暴的狀況，所以在告知配偶後，婦女處境恐怕也不會更好（陳怡君，2006）。

認為僅「告知」配偶的做法不妥者認為，這樣的規定有很多模糊地帶，日後可能

產生更多糾紛，況且懷孕是兩人的事，理應由兩人共同決定（黃筱珮，2006 年

10 月 19 日）。 

強制諮詢與思考期的規定更是引發激烈論戰。婦運團體認為，法律強制要求

所有女性進行三天思考，言下之意就是「所有的」女性在決定人工流產時「都沒

有」經過思考，這是對墮胎女性的惡意誤解與強烈污名。15且草案中規定懷孕女

性必須間隔三天以上，先後兩次到婦產科完成諮詢及簽字，才能合法人工流產。

一旦立法通過，沒有二次進入婦產科的女性就是犯法，未接受強制諮詢的未成年

少女亦形同罪犯，那麼「生育保健法」是否實為懲罰女人的惡法？16反對強制諮

商與思考期者也一再聲明，並非否定思考的必要性與重要性，但強烈反對法律強

制規定思考期，認為政府應該做的是投注更多資源幫助懷孕女性，醫療機構也必

須提供充分有效的諮詢服務，讓有需求的女性可主動尋求協助，而不是用法律干

預女性生育自主權。 

另一方面，反對墮胎的團體認為諮詢與思考期的目的是給予女性輔導、協助

及支持，避免女性在非自願或衝動下墮胎，並舉出設有思考期的國家墮胎率較低

的例子，提出「六天換十萬條人命」的說法（尊重生命大聯盟，2005 年 6 月 5

日），且諮商思考後，墮胎決定權仍在女性手中，並不侵犯女性自主權。 

                                                 
15 蘇芊玲、黃長玲（2006）。〈我們想要什麼樣的「生育保健法」?〉，網氏/罔市女性電子報第

226 期。http://forum.yam.org.tw/bongchhi/old/tv/tv225-2.htm 
 
16 江妙瑩（2006）。〈女人，妳為何憤怒？〉，網氏/罔市女性電子報第 226 期。

http://forum.yam.org.tw/bongchhi/old/tv/tv225.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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優生保健法不論是在立法或是修改期間，引發討論以及爭議的都在於人工流

產。而社會環境、歷史背景的變遷，使得爭議內容也有極大差異。立法時考量的

是人口政策、經濟發展；修法時的爭議則是集中於「女性自主權」與「尊重生命」

的討論，主導議題的也是當初立法時較少發聲的婦運團體與宗教團體。 

第三節 問題意識 

由以上論述可知，所謂的「優生保健」並不只是單純的牽涉到孕婦、胎兒、

道德、醫療等問題，也與國家政策、時代背景、性別意識有關，在不同的社會脈

絡下，對於生育也會有不同的解釋。 

媒體以語言建構出社會真實，社會真實以新聞的姿態出現，其將事件意義化

的過程並不容易被察覺，因此大眾往往將媒體呈現視為真實（林芳玫，1996）。

媒介有影響民眾認知與觀感的能力，因此媒體對於優生保健法的報導、對其爭議

的描述，也會影響大眾對優生保健法的觀感。本研究試圖從優生保健法的演變，

來看媒體在這一段約 40 年的歷史中如何呈現墮胎議題？不同時代背景下，媒體

又會對優生保健法做出何種解讀與宣稱？媒體用什麼樣的論述去告知大眾，而這

樣的論述策略反映出何種文化脈絡與價值觀？ 

另外，過去的研究發現，女性在媒體中的形象經常是受到貶抑或是污名化

的，女性議題也通常是處於邊緣化的地位（張錦華，1994）。在優生保健法立法

與修改的這段歷史中，也可看出女性意識逐漸嶄露頭角。因此，與優生保健法息

息相關的女性，在媒體呈現上有何不同或轉變，也是本研究關心的問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