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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文獻探討 

優生保健法是國家規範墮胎的政策，因此本章先整理出國內在墮胎政策的制

訂考量與爭議，以及國內外墮胎辯論的發展脈絡；另外，優生保健法備受爭議的

部分在於墮胎規範上，因此女性生育權力也是本章探討重點，亦即女性生育受到

哪些力量的控制與左右；最後，做為媒體研究，我們的重點將放在關於墮胎（生

育政策）相關的媒體研究發現。 

第一節 墮胎政策及墮胎辯論 

提及墮胎議題勢必會提及美國的墮胎政策及墮胎辯論，墮胎議題在美國不但

討論已久，其對美國社會的重要性，也可從重要選舉的候選人必須在墮胎議題上

表態看出。此外，美國在墮胎上的規範以及辯論觀點，深深影響到其他國家的墮

胎討論。回顧美國的討論後，本研究再將焦點拉回台灣，探討台灣墮胎政策的討

論與辯論觀點，以及其與歐美論述的異同點。 

壹、美國的墮胎政策及墮胎辯論 

墮胎是美國社會在過去 20 年間大量討論的議題，其牽涉面向包括：在世俗

社會中宗教的重要性、個人自由的理想、醫學科技的權威、法律規範個人的角色

等（Cole, 2000）。 

墮胎權是婦運最常見的爭取對象，也是最常被攻擊的對象。1973 年以前，

墮胎由各州政府管轄，多數州政府的規定是「除非懷孕危及孕婦性命，否則不准

墮胎」。1973 年羅伊對韋德案（Roe v. Wade）基於隱私權宣示憲法保障女性的墮

胎自由，裁定女性在「胚胎在母體外有獨立存活能力」之前，有終止墮胎的基本

權利，規定各州政府的墮胎法律必須同時兼顧胚胎生存權與女性健康，禁止州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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府訂立「孕期前三個月禁止墮胎」的法律，甚至女性在懷孕末期，若證明懷孕會

危害其生命或健康狀況（包括生理、心理、家庭等方面的健康），就可合法墮胎

（George & Gordon, 2007）。 

梵蒂岡於隔年（1974 年）發表「墮胎宣言」，認為只要墮胎就是殺人，稱之

為「大罪」（French, 1993／鄭至麗譯，1994）。1980 年代也是不斷限制女性生育

自主的年代，反墮胎法的提議中包括墮胎須配偶同意、孕婦有生命危險亦不得墮

胎、公共圖書館不得提供避孕資訊、陌生人也可以向法院申請禁止他人墮胎的禁

令等。雖然這些法律多數沒有通過，1973 年羅伊對韋德案的判例也沒有被推翻，

但反墮胎的力量對女性的威脅有增無減。例如在反墮胎的聲浪下，醫師不願執行

墮胎手術，女性得不到避孕或墮胎知識，避孕研究也幾乎停擺（Faludi, 1991／顧

淑馨譯，1993）。 

墮胎的攻防戰也不斷在法庭上演，1989 年韋伯斯特對生育健康服務部案

（Webster v. Reproductive Health Service）中，最高法院認定密蘇里州「除非為挽

救孕婦生命，不然不可在公立醫院墮胎」的規定並不違憲；1992 年東南家庭計

畫組織對凱西案（Planned Parenthood of Southeastern v. Casey）中，法院在宣布

墮胎權是憲法賦予人民的基本權利時，也主張政府為增進墮胎女性之健康或安

全，可以在不構成婦女不當負擔的情況下，對墮胎訂立管制措施（Steinbock, 

2000；轉引自牛惠之，2003），同時也設下墮胎前須有 24 小時的等待期、未成

年須父母同意等限制；2000 年最高法院推翻內布拉斯加州「半生產墮胎法（partial 

birth abortion）違法」的法律，因為最高法院認為這條法律缺乏對女性健康的考

量（George & Gordon, 2007）。 

在羅伊對韋德案判決中，法院幾乎是核准了「支持選擇權」（pro-choice）團

體的訴求，也讓美國變成墮胎政策最自由的西方國家。雖然法院有判例，但法律

不足以解決墮胎在社會中的爭議，墮胎反而變成文化的主要戰場之一（Hun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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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4），將美國社會在墮胎議題上分裂成「支持生命權」（pro-life）與「支持選擇

權」兩大陣營。 

支持生命權團體主要是由天主教與保守勢力組成，以尊重生命為號召，主張

生命是一種概念的存在，墮胎的罪不只是因為其違抗上帝旨意，更因為墮胎奪走

無辜的生命（George & Gordon, 2007）。基於胎兒為人的論點，支持生命權團體

主張胎兒也有生存權，不應為保障孕婦的生育自主權就剝奪胎兒生存權。若法律

不將墮胎行為視為違法，將導致人們不尊重生命；況且許多女性並非出於健康因

素而墮胎，政府對於這種不負責任的行為卻加以合法化，甚至給予醫療補助，根

本就是變相支持不負責任的懷孕，日後必會導致社會風氣敗壞與道德淪喪（黃偉

軫，2005）。 

支持選擇權團體援引個人身體完整性以及平等的概念，認為女性應與男性一

樣，享有掌控自我身體的權利。且胚胎並不等同於完整的生命，胎兒在被生下前

都只是母親身體的一部份，因此應將女性權利置於胚胎權利之前，女性也有絕對

的權利決定胎兒去留（George & Gordon, 2007）。 

墮胎爭議不曾平息過，Alexander（1993）就用定義暴力來形容墮胎辯論，

認為墮胎辯論是一場激烈、憤怒且無法妥協的定義暴力，不論是反對者或贊成者

對墮胎的定義都太絕對，導致一提及墮胎，就被禁錮在簡化且極端的措辭中。當

支持選擇權團體指控另一方是思想落後者、宗教狂熱份子、男性霸權擁護者時，

支持生命權團體則反控對方是嬰兒殺手、毫無人性的撒旦崇拜者。這些控訴讓墮

胎辯論變得沒有空間，雙方也沒有意願去思考彼此觀點，於是每個參與墮胎辯論

的團體都被生命的定義所困住，毫無妥協空間（Alexander, 1993）。 

Patterson 與 Hall（1998）批評美國社會將墮胎框架成個人權利，當西歐國家

強調共同利益時，美國的墮胎法卻深植於個人主義之上，排除文化與道德面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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討論，而政府又時常將墮胎議題交與法院審判，導致社會繼續分裂。Ellis（2000）

認為，我們處於一個胎兒有特殊文化與政治意義的世界，即所謂的「胎兒政治」。

這種政治始於一堆生殖技術，如試管嬰兒，遺傳工程等，這些科技雖有助於解決

問題，卻也讓生殖不是只聚焦在女性就是在胎兒。 

雙方都將墮胎議題簡化成墮胎數量以及墮胎原因的爭辯（Hoyt, 1997）。黃

偉軫（2005）指出，支持生命權團體以胎兒生存權為主要考量，卻完全忽略母親

權益、社會因素等面向，且認為女性須為自己的懷孕負責，卻又不賦予女性完全

的身體自主權，讓女性處於兩難困境，其盲點在於只強調生下胎兒，卻未考量尊

重生命也包括完善的生活品質；支持選擇權的盲點在於，「胎兒不是人」的論證

前提與生活經驗並不符合，將胎兒描述成「外來者」、「侵入者」也不符合社會對

胎兒的道德情感，且女性身體自主權即使高過胎兒生存權，不代表女性對胎兒就

有絕對的權利。 

在極化的狀況下，近年有更多聲音呼籲墮胎辯論應納入不同觀點，認為「胚

胎算不算人」這個層次的辯論並不能解決墮胎問題，也無助於一般人在墮胎議題

上做判斷，只有雙方共同解決女性面對的生育問題（如青少女懷孕、缺乏社會支

持的女性等），才能在非對立的狀況下解決問題（Patterson & Hall, 1998）。 

貳、世界各國的墮胎規範 

西方國家的墮胎改革多發生於 1970 年代，原因包括：（一）避孕藥的出現與

女性運動思潮，引發對性別角色的討論；（二）人口成為各國關注的問題之一；（三）

醫界為保持其合法地位，積極推動墮胎合法化；（四）1960 年代美國的「沙利邁

竇」事件17與 1967 年英國通過墮胎法案，都對墮胎法改革有所影響；以及（五）

                                                 
17 沙利竇邁（Thalidomide）是一種可止吐的鎮靜安眠劑，在 1960 年代常用於舒緩孕吐，後來卻

發現懷孕初期服用會造成胎兒嚴重四肢畸形與器官受損，使得美國社會在 1960 年代出現該不該

讓服藥孕婦墮胎的爭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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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多團體為了提升女性地位而推動墮胎自由化（Glendon, 1987, pp. 11-13）。社會

環境的變遷與性別角色改革運動的興起，漸漸改變宗教所傳遞的性、節育與墮胎

的觀念（Kulczycki, 2007）。Glendon（1987）整理 20 個西方國家關於墮胎的規範

發現，只有比利時與愛爾蘭全面禁止墮胎，多數國家仍採取中庸立場。18他認為

研究墮胎法的目的不在於檢視各國女性墮胎的難易度，而是可從墮胎規範中看出

對生命、自由、個人自主性的態度。 

我國優生保健法中爭議不斷的強制諮詢與思考期，其實也存在於西方國家的

墮胎規範中。如法國規定女性墮胎前最好在伴侶陪同下接受諮詢，且墮胎前須經

過兩天以上的等待期（waiting period），荷蘭女性在墮胎前也須接受諮詢與五天

的等待期，義大利的等待期則長達七天；另外，許多國家也規定必須取得一位或

兩位醫師的證明才可墮胎，英國、德國、瑞士等國家都有類似規定（Glendon, 

1987）。 

一般而言，墮胎規範是從嚴格趨向寬鬆，如英國在 1913 年通過的「心智缺

陷法案」（The Mental Deficiency Act），將未婚懷孕等同於智能不足的表現，未婚

懷孕者會被送到感化院或精神病院（Giddens, 1992／周素鳳譯，2001），以及 1929

年通過禁止墮胎的「嬰兒保護法」，都顯示英國在 20 世紀初將墮胎視為非法行

為，直到 1967 年才通過保護女性權利、允許女性墮胎的「墮胎法」；肯定胎兒生

命權的德國也在 1974 通過「懷孕 12 周前可自由墮胎」的法案（張志明，1998）；

部分嚴格禁止墮胎的國家，如波蘭、葡萄牙等，近年來在墮胎自由化的聲浪下，

也有開放墮胎的趨勢：國內天主教徒占多數的葡萄牙，就因社會上不斷有要求放

寬墮胎規定的聲浪（李威翰 ，2007 年 2 月 11 日），而在 2007 年 7 月通過懷孕

10 周內可自由墮胎的法律（邱俊吉，2007 年 7 月 16 日）。嚴格規範墮胎的波蘭，

也在女性主義者的積極呼籲與天主教組織的堅決反對下，面臨是否開放墮胎的壓

                                                 
18 Glendon 研究的國家有比利時、愛爾蘭、英國、美國、法國、德國、義大利、瑞士、盧森堡、

荷蘭、希臘、葡萄牙、西班牙、冰島、丹麥、瑞典、挪威、芬蘭、澳洲、加拿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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力（鄭詩韻，2006 年 11 月 05 日）。 

國際趨勢是傾向墮胎自由化，歐洲議會在 2002 年 7 月 3 號通過一項決議案，

要求歐盟各國合法化墮胎，且廢除對墮胎女性的懲罰。此項決議揭示了歐盟傾向

讓女性獲得「合法、安全、方便」的墮胎（許惠雯，2006 年 12 月 18 日）。但也

並非所有國家都傾向開放墮胎，如尼加拉瓜在 2006 年 10 月便通過處罰墮胎女性

及執行墮胎手術者的法律，嚴格禁止墮胎（盧瑞珠，2006 年 10 月 27 日）。 

與西方國家相較，東方國家的墮胎改革起步稍晚。不過亞洲國家進行墮胎改

革並非因為女性地位的提升，而是基於經濟因素考量。許多亞洲國家需要藉由墮

胎合法化以達成降低出生率的目的，以免過多的人口對經濟造成負擔。例如在日

本、中國與南韓，墮胎在生育率的下降上都扮演關鍵角色。而被認為是西方墮胎

改革最大阻力的宗教，對亞洲國家並無太大的影響力，亞洲地區雖有印度教、佛

教等教誨民眾不可墮胎的宗教教條，但主要影響亞洲國家墮胎改革的仍是政治力

量（Kulczycki, 2007）。 

中國也是國家政策強力介入人民生育的國家。中國建國初期，由於篤信馬爾

薩司的人口理論，因此人口政策以抑制生育為主，但抑制生育的政策實行不久就

被「大躍進」中斷。「大躍進」主張更多的人力可以促進生產、增加更多的糧食，

因此鼓勵大量生育。1970 年之後，由於文化大革命造成經濟發展停滯，人口壓

力的問題更為明顯，中國政府才強力推動「計畫生育」抑制人口生長，將生育政

策列入國民經濟計畫中，法定的子女數量也從 1972 年的三個，到 1973 年的兩個，

最後則是 1979 年推出的「一胎化」政策（方山，2000）。 

與中國相同，日本也是為了降低人口而將墮胎合法化的國家。二次大戰後，

戰敗的日本由於糧食與人口間無法平衡，加上戰後嬰兒潮造成經濟沉重負擔，因

此必須制定控制人口與墮胎合法化等政策，日本政府便以「國民優生法」為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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訂定「優生保護法」，允許女性因為身心健康理由而墮胎（Nakatani, 1987）。日

本政府在 1996 年修正「優生保護法」，將法律內有歧視身心障礙者意涵的條文刪

除，並更名為「母體保護法」，允許基於身心健康理由、經濟理由以及遭性侵而

受孕的墮胎（王珮瑛，2004）。 

中國與日本的墮胎政策並非完全沒有受到批評。如中國的一胎化政策雖成功

抑制人口，但也常遭國際社會批評其違反人權，如強迫已育有一子的女性驗孕，

若發現懷孕則強迫墮胎；若育有兩子，則可能遭受強制結紮、罰款等處罰；即使

是懷第一胎，也可能因為未取得生育許可而被迫墮胎（李睿文，2002）。受到西

方思潮影響，日本的墮胎議題也分為支持選擇權與支持生命權兩派，主導議題者

也以婦運團體與宗教團體為主，日本「母體保護法」允許經濟因素的墮胎也不斷

受到反對力量批評，認為此規定幾乎等同於任何人都可以墮胎（Nakatani, 1987）。 

由於重男輕女的傳統觀念，導致亞洲地區有特殊的「墮女胎」現象，中國與

印度也特別立法禁止進行胎兒性別鑒定（盧瑞珠，2006 年 10 月 27 日）。除了

中國與印度外，南韓、越南也都有因墮女胎而導致男女比例失衡的現象。19 

綜言之，墮胎自由化是國際趨勢，大部分的東西方國家都逐漸放寬墮胎規

定，不過因為文化差異，使得東西方國家在開放原因、實際做法、墮胎現象、對

生命的看法上都有些許出入。 

參、台灣的墮胎政策與墮胎辯論 

台灣的墮胎爭議須從家庭計畫的生育控制談起。國民政府遷台以及整體環境

（如農業、衛生）改善，使得台灣人口大幅增加，當時馬爾薩司的《人口原理》

指出過多人口會導致糧食短缺，影響經濟發展，加上二次大戰後美國利用經濟援

                                                 
19 Isabelle Attane（2006）。〈女人匱乏的亞洲〉，《法國世界外交論衡月刊》中文版。  
http://cn.mondediplo.com/imprimer.php3?id_article=121&var_kodo=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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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主導亞洲開發中國家的發展方向，台灣也在援助國之列，台灣人口若不斷增加

將提高美國的援助壓力，因此美國要求受援國控制人口成長，台灣也產生了以節

制人口為目的的家庭計畫（郭文華，1998）。行政院在 1968 年與 1969 年相繼公

布「台灣地區家庭計畫實施辦法」與「中華民國人口政策綱領」，顯示人口政策

目的在於提高人口素質、促使人口成長合理。1980 年又公布「復興基地重要建

設方針」，加強推動人口政策、貫徹家庭計畫以降低人口（吳憲明，2007）。但節

育與傳統「多子多孫」的觀念相悖，也不符當時欲反攻大陸的政治情況，因此節

育在台灣社會的推行上阻力重重。 

這樣的爭議到政府打算制定「優生保健法」時更是有增無減，原因在於家庭

計劃是利用避孕達到人口降低的目的，但優生保健法則是將原屬犯罪行為的墮胎

（醫學理由除外）改為合法。反對立法者從生命、倫理角度出發，主張墮胎是故

意摧毀生命，不尊重胎兒生命權，且墮胎合法化將造成性氾濫，破壞神聖的婚姻

關係；贊成立法者站在解決社會問題的立場，認為墮胎合法化可確保孕婦安全，

若考量人口壓力以及經濟發展，墮胎也是避孕失敗或意外懷孕的補救方法，且認

為反對者所擔憂的性氾濫是無稽之談，因為兩者並無必然關聯（呂沐基，1975）。 

從家庭計畫到優生保健法立法審議期間，都可以看出在人口問題上的考量以

倫理、宗教、道德、國防需要、經濟發展等，甚少提及女性健康與需要。女性做

為生育的主體，卻在討論時被忽略甚至排除（劉仲冬，1995）。 

優生保健法在立法院三讀期間，由於已是國家政策，所以爭議不如審議期間

大，討論集中在第九條「實施人工流產應具備之條件」，其中第六款「因懷孕或

生產，將影響其心理健康或家庭生活者」（顧燕翎，1995），贊成者主張應重視女

性身體自主權，反對者則認為這是放水條款，因為幾乎所有人都可適用這寬鬆的

規定進行合法墮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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顧燕翎（1995）認為，由於當時的父權社會無法接受女性有權利計畫自己人

生、自行決定生育等概念，婦運團體為讓墮胎合法化順利通過，不得不迎合父系

社會家長權威的心態，所以遊說立委時以若不允許女性墮胎，不但會造成個人不

幸，也可能導致貧窮、單親、青少年犯罪等社會問題這類可憐女性為訴求，避免

提及女性權利，也用「人工流產」取代「墮胎」，減輕父系社會必須保護弱小「胎

兒」的焦慮感。最後雖然成功讓墮胎合法化，但仍是處於父系意識型態下的立法。 

雖有研究認為優生保健法對女性最大的保障，在於讓避孕失敗的女性可合法

墮胎，保障女性健康（關定遠，1986），但在父系意識型態下，就算法律准許合

法墮胎，台灣女性在墮胎上仍充滿壓力。 

受到國際間女性主義思潮的影響，自 1970 年代開始，台灣女性運動因為有

來自於知識婦女、國內外機構、媒體等的資源與力量，女性運動因此逐漸發展。

1980 年代是台灣女性運動的成熟期，此時婦運團體在法律、勞動、社會等方面

已有不少成就，如爭取兩性同工同酬、修改婚姻法等等（顧燕翎，1996）。隨著

資源與力量的累積，婦運團體更是從 1990 年代開始積極參與優生保健法的修

訂，如台北市女權會在 1998 年舉辦第一屆台灣婦女健康行動會議中，要求衛生

署修改優生保健法；2001 年台北市女權會直接提出優生保健法的修正草案，督

促衛生署盡快修法。女性的社會地位隨時代環境改變有所提升，女性在生育議題

上已不再處於完全被動的地位，而是有發表意見、參與討論的空間。 

如前所述，台灣的墮胎爭議也反映在墮胎影片【殘蝕的理性】上。佛教與天

主教團體認為影片教育民眾愛惜生命，並指出墮胎的殘酷真相；婦運團體則是認

為影片內容不但失真，還以恐嚇的方式傳授性教育，並無法幫助民眾有更正確的

性觀念（黃淑英，2004 年 4 月 24 日）。不論爭議結果為何，從此次爭議中可看

出墮胎辯論已有女性發聲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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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讓優生保健法符合社會環境與時代變遷，20衛生署在 2003 年提出優生保

健法修正草案，草案提出後，爭議焦點仍在人工流產，只是爭議內容不再是國家

經濟發展的需要，而是「生育自主權」與「胎兒生命權」之爭，議題主導者也以

婦運團體與宗教團體為主。主要引起爭議的部分在於是否須經配偶同意，以及墮

胎前是否要經過強制諮商與三天思考期。 

反墮胎者認為現行的優生保健法過於寬鬆，間接造成墮胎率的提升（張淑

美，2007）。宗教團體認為就算是主張生育自主權，也應以不傷害他人為前提，

優生保健法若無諮商與思考期就允許墮胎，根本與殺嬰無異（釋傳法，2006）。

他們並舉出「設有思考期國家墮胎率較低」的例證，證明思考期的實施確實可以

挽救更多生命（林倖妃，2006 年 2 月 22 日）。婦運團體則認為，法律若真心關

懷女性，則應該依照女性意願主動提供諮詢，而非強迫女性接受諮商與思考期，

且行政院在沒有達成共識的情況下就通過修正草案，顯然是不尊重女性經驗。21

亦有贊成墮胎者從社會結構的角度出發，認為在強制諮商與思考期政策下，會讓

更多原本就被父權社會壓迫的女性承受延遲墮胎、貧乏的生育環境等更多困難的

身心處境。22 

綜言之，女性觀點在優生保健法實施前雖未發聲、被忽視、表達不完全，但

受到西方女性運動的影響，台灣在 1980 年代開始有系統地推動女性運動，呼籲

以女性為中心、以女性主觀經驗為觀點來重視問題（張苙雲，2002）。在生育議

題上，也隨著女性運動的成熟，優生保健法爭議開始有女性身體自主權的聲音。 

因為國情與文化差異，台灣的墮胎辯論與西方有著不同的脈絡，美國的墮胎

                                                 
20 見優生健保法修正草案總說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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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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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 OJ 候診室（2006）：〈看見憂傷的靈──從基督信仰談墮胎前思考期爭議〉。

http://blog.roodo.com/oj2005/archives/1672309.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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辯論一直都是宗教團體與女權團體兩大勢力抗衡，但東方文化缺乏個人主義的概

念，導致台灣早期的墮胎辯論只有國家與社會的考量，直到女性運動興起，才開

始有生育自主權的聲音出現。只是台灣女性的生殖是處於「未生男等於不孕症」

的社會中，所以歐美「支持生命權」與「支持選擇權」的二元思維是否適用台灣

社會還有討論空間（陳文珊，2001）。另一方面，優生保健法的爭議明顯因為社

會背景而有不同的論述。早期以國家需要為考量，但為達降低出生率的目標，仍

在爭議中通過立法；優生保健法實施 20 多年後，政府無法強行主導政策發展，

主導法案的反而是當初（相對）靜默的婦運團體與宗教團體。此外，爭議焦點雖

同樣集中於人工流產，但爭議內容全然不同。過去強調經濟發展與道德，現在則

強調對生命的憐憫與女性生育自主權。 

第二節 生育的政治 

女性主義者認為，性是女性被壓迫的根源，生育是限制女人發展的因素，女

性只有掌握生育權，擺脫生殖的奴役，才有可能自主（鄭至慧，1996）。但女性

往往無法全權掌控自己的生育功能，而是會被醫療制度、社會價值、宗教，甚至

國家政策所左右（劉仲冬，2003），因此本節分別探討國家政策、醫療體系與社

會價值三面向對女性生育的影響。 

壹、國家政策與女性生育功能 

從歷史來看，女性受政策重視幾乎都是因為國家在經濟上、政治上或軍事上

需要動用女性資源（顧燕翎，1995）。Anthias 與 Nira（1992；轉引自邱貴芬，

2000）的分析就發現，「生育」是女性在國家塑造過程中的一個角色，顯示女性

身體呈現被國家控制的關係。Gerda Lerenr 在《父權社會的形成》（Die Entstehung 

des patriarchats）一書中就提到，女人的性與生育能力在父權社會中被視為戰利

品與貨品，故對女人性活動的控制，也從丈夫或家長一直延伸到政府管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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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chwarzer, 2000／劉燕芬譯，2001）。 

女性因為很少參與政治，因此決定國家政策的機會也極少，使得女性生育健

康往往被忽略，甚至國家會基於社會、經濟、政治等因素，制定鼓勵或限制生育

的政策（Doyal, 1995）。 

各國政府擅自決定女性能否避孕或墮胎由來已久，對女性生殖有嚴格的控

制，卻從不干涉男性生殖。例如羅馬尼亞政府曾禁止避孕藥材的進口，規定女性

每個月都需接受體檢，檢查有無懷孕，拒絕體檢者就不能享有醫療資源，甚至拿

不到駕照（鄭至麗，1994）。國家向來可以任意介入女性身體，例如取消墮胎醫

療補助、增設墮胎限制等，使墮胎成為實踐父系權力與控制人口的工具，而忽視

女性的生育自由，如中國大陸的一胎化政策，以及台灣早期的家庭計畫，都是國

家以特殊理由干預女性生殖的例子（黃君綺，2000），顯示父系社會中的女性身

體經常被國家以政策之名進行監視控管。 

國家利用政策監控女性身體也反映在國內子宮頸抹片篩檢的宣導上，子宮頸

抹片篩檢不只是單純的公衛政策，也反映出國家對女性的身體觀。子宮頸抹片的

篩檢政策將篩檢率與罹癌率、死亡率做連結，將女性身體視為是需要監督、評估、

監視的客體，進而合理化的把女性私密的身體（生殖器）做為政策凝視的對象，

國家政策藉由醫學知識中的「好技術」，讓子宮頸抹片檢查變成國家政策的一部

份，更轉變成監控女性身體的工具（盧孶豔、阮月清，2003）。 

子宮頸抹片篩檢的宣導也不忘提醒女性身體與家庭關係的重要性，「美麗女

人，珍愛自己，就是愛家人」的宣傳字句，反映出女性與家庭緊密連結的文化觀。

女性身體健康與婚姻與家庭有緊密關連，此種關連是因為女性被視為天生的生育

者與照顧者，沒有做子宮頸抹片篩檢的女性不但沒有對自己的健康負責，更是沒

有盡到照顧家庭的責任。子宮頸抹片篩檢宣導也強化了「做檢查是對自己身體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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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理性的表現」，暗示不檢查者就是對自己不負責的人（盧孶豔、阮月清，2003）。 

女性生育功能更是國家政策直接控制的對象。劉仲冬（1995）分析家庭計畫

時發現，女性的生育自主權是掌握在政府與醫生手上，政府直接鎖定女性為實施

對象，而不是避孕上相對簡單的男性。由於家庭計劃的領導人是男性，認為生育

是女性之事，避孕是女性受惠，所以當然是由女性來承擔避孕風險。 

女性雖是政府全力推行避孕的對象，但在資訊獲得方面卻十分貧乏，在政府

並未充分告知裝置子宮內避孕器或服用避孕藥的可能危險，以及必須為避孕付出

代價的情況下，台灣女性默默忍受因避孕引起的出血、子宮損傷等（劉仲冬，

1995）。政府與醫療系統在家庭計劃的規劃與執行上，似乎都欠缺對女性健康與

女性人權的思考。 

控制人口的手段從家庭計畫的節育，進階到優生保健法的合法墮胎，其中雖

然歷經種種阻礙，但政府最後終於以合法墮胎做為進一步降低出生率的辦法（鎮

天錫、尹建中，1983）。立法過程雖有諸多爭議，但最後完成立法的力量仍是國

家對於人口壓力的擔憂，顯示國家需要似乎比女性需要來得重要。顧燕翎（1995）

就指出，優生保健法立法時雖有婦權運動的聲音出現，但卻不是以「身體自主權」

的理由遊說立法，而是以女性無知、可憐的弱者形象、迎合父系權威所認定的性

別角色來打動立法者，而同意墮胎合法化的立委也是基於對弱勢者的控制與保

護、追求安定、預防動亂等國家層面的理由，通過優生保健法。 

劉仲冬（1995）認為，優生保健法也沒有考慮到成年女性未婚懷孕的可能，

意味女性墮胎若不是在婚姻關係中，就是意外（亂倫或強暴）。國家不但用法律

控制女性生育以達到降低人口的目的，也把女性禁錮在傳統角色中。 

綜上所述，從家庭計畫到優生保健法，女性的生育能力往往被視為國家財

產、國家工具，因為女性能夠生育的生理特質，使得女性成為人口政策的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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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而成為被人口政策控制的對象，國家福利永遠置於女性福利之前。現今優生保

健法的修改，則被置於生育率低、少子化的社會脈絡下，要求婦女多生孩子。換

言之，政策的修改一樣是以提高國家經濟力、競爭力為前提。 

貳、醫療制度與女性生育功能 

醫療化有兩個意義，一是用醫療的角度來界定、詮釋、解決人的行為與狀態；

另一個則是將醫療做為社會控制工具，以監控處理違反社會規範的行為（張苙

雲，2002）。醫學看似中立，但醫學史上許多例子都證明，醫學有社會規範的特

質，甚至強化性別系統。女性研究也發現，父權社會下的醫學知識時常反映出性

別刻板印象。例如 19 世紀時許多醫生宣稱高等教育有害女性生育健康，因為大

腦的發展會危害子宮與卵巢，所以反對女性接受大學教育（吳嘉苓，1999）。 

歇斯底里（Hysteria）是另一個父權醫學對女性性控制的例子。早期醫學均

認為歇斯底里與女性生殖功能不佳及性欠缺有關，其治療方式是投入家務與婚

姻、讓自己懷孕，不然就切除子宮；加上歇斯底里常發生在年輕女性、因受教育

而晚婚女性、寡婦或離婚婦女身上，所以歇斯底里更被確認為是沒有正常生育與

性行為女性之疾病。醫學對於歇斯底里的討論可以看出對女性不投入婚姻、不生

育的譴責，認為女性應該在婚姻關係中，有著以生育為目的的性行為，且暗示女

性不應受太多教育（劉仲冬，1998；吳嘉苓，1999）。醫學以不同的方式治療男

性與女性，例如男性肺部不舒服當肺病治療，女性卻會被診療為子宮有問題；女

性若對醫生抱怨，就會被醫生視為神經有問題來醫療；早期罹患乳癌的女性，其

醫療方式都是切除整個乳房（鄭至麗，1994）。 

女性的脆弱性格一再被醫療系統確立，因此女性不但適合當病人，還是天生

的病人，需要醫療照顧、監督與指導，因此女性的月經、懷孕、生產、性等等，

都被納入醫療的範圍（劉仲冬，19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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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療系統中有專為女性而設的婦科與產科，婦產科在以男性觀點為主的醫療

觀中，常常將女性的正常生理現象視為疾病而將之醫療化（Weisman, 1992／王

志弘譯，1997）。傳統史學家習慣將婦產科的發展視為用男性的科技知識去保護

無知女性分娩時的危險與痛苦。生產與墮胎原不屬於醫療行為，但在 19 世紀婦

科醫學有系統的發展後，男性醫師名正言順地對女性身體進行控制（陳美華，

1995），男性醫療專業擴張到產科，使得傳統的女性助產沒落甚至消失（劉仲冬，

1998）。 

女性研究也發現醫學理論並非中立客觀，而是隱含男性支配的價值觀，醫生

與女病患的關係就是父權式的性別控制關係（劉仲冬，1996）。微小的文化價值

在女性醫病關係中可能扮演關鍵的角色，通常醫生都會被描寫成充滿善意的（而

醫生大部分都是男性），但女性則會因為其行為、困境而被責備，或乾脆被忽視

（Parrott & Condit, 1996）。醫學知識告訴女性如何當女人、壓迫女性、告訴女性

她們的身體是不好的，因此在醫療中的女性是被宰制的，缺乏身體自主權（劉仲

冬，1998）。 

1980 年代末期，美國醫界認為母親在生殖中不具主體性，醫師為胚胎寫下

獨立宣言，將胚胎視為獨立的「病人」；相對地，醫界視孕婦為子宮的附屬品，

因此無權拒絕治療或反抗醫師決定；法界則主張若孕婦在懷孕期間有不聽醫生指

示、亂吃東西、抽菸喝酒等行為，都該被起訴。法院甚至可對行為可議的女性之

胎兒行使監護權，如將剛出生的胎兒從母親身邊強行帶走。胎兒權利高漲，孕婦

權利卻絲毫不受重視，如強迫孕婦做毒品檢驗、強制有毒癮的女性絕育、有毒癮

的孕婦則會被起訴。在「保護胎兒」的理由下，侵犯孕婦身體變成理所當然的事

（Faludi, 1991／顧淑馨譯，1993）。 

醫療體系強調醫師客觀、權威的知識地位，標榜醫師的知識比女性經驗更有

可信度，卻忘記了他們檢驗的對象就是女性經驗本身（Wallace, 1990／俞智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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譯，1995）。 

反觀國內的優生保健法，不但是國家利用政策控制女性生育的手段，更是將

女性身體進一步醫療化的做法，因為法律所核可的六項墮胎理由中，就有四項是

須經過醫生證明，顯示醫生權力的擴張（劉仲冬，1995）。且在醫療系統內，健

保給付的條件只限於治療性墮胎，並不包含未婚想墮胎者以及已婚但並非因胎兒

不健全而想墮胎者。23換句話說，醫療體系也變相的忽略、排除、懲罰不符傳統

角色的女性（未婚懷孕者）或不符合社會期待的女性（懷孕卻不願生下者）。 

參、社會文化與女性生育功能 

在中國傳統文化中，家庭、宗族觀念是文化的核心，婚姻的目的在於傳宗接

代，因此有「不孝有三，無後為大」的說法，過去亦有因不孕而休妻的慣例。即

使到今日，延續香火的觀念仍深植於社會，生兒育女被視為人生必經的大事。 

在這樣的傳統下，女性相夫教子的角色更被視為理所當然。墮胎不但不符合

台灣女性「撫養」的形象，台灣社會也有許多結構性與社會性因素，讓台灣女性

在決定是否墮胎上困難重重，例如害怕成為單親媽媽、必須生男孩幫家族傳宗接

代、丈夫與婆家壓力等等（Moskowitz, 2003）。 

社會把女性生殖視為理所當然，也可從傅大為（1998）的研究結果中看出：

在避孕上，先是引進樂普，然後推廣避孕藥，最後才提倡保險套；在性功能障礙

上，男性威而剛的研發速度遠遠超越女性的。避孕以女性優先，性功能的治療則

以男性為主，反映出社會把女性與生殖連結，男性則與性連結的性別刻板印象。 

男性除了控制女性生殖外，更進一步控制性慾，而這種控制正是壓迫女性的

                                                 
23 健健小姐（1999）。〈婦女與健康—全民健保如何照護女人?〉，網氏/罔市女性電子報第 26 期。

http://forum.yam.org.tw/bongchhi/old/light/light24-1.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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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源（Watkins, 1992／朱侃如譯，1997）。「性」這個概念的出現就是為壓抑女性

情慾，社會擔心女性有性，認為女性的性是不自然且需要被解決的（Giddens, 1992

／周素鳳譯，2001）。性是女性問題的中樞，女性的屈服、自責、對男性的依附，

以及男性霸權與女性弱勢都是源於性，而社會卻藉隱私之名，拒絕反省或討論真

相（Schwarzery, 2000／劉燕芬譯，2001）。 

社會利用女性害怕被視為異常、不可取的心理，讓女性接受性別角色，服從

父權制度。美國提倡避孕的先驅 Margaret Sanger 便提到，向她請教避孕知識的

女性，都是基於希望自己有健康的身體以照顧小孩，或是避免懷孕可以與丈夫持

續享受性生活等理由，並沒有女性是因為逃避母職而想避孕。這些女性害怕的是

沒有對家人盡責，也就是打從心底認同所謂的女性天職－母親。在父權社會的教

育下，女性只要談到「我們應對自己的身體有決定權」，就會引發懷疑與恐懼，

彷彿母親是女性必須經歷的生命歷程，對於任何排斥、解除成為母親的行為，都

必須抗拒（Rich, 1986）。 

蘇芊玲（1996）認為，在保守的東方文化中，教育很少教導女性正視自己的

身體，當女性對自己身體缺乏認識、缺乏掌握時，更無從培養身體自主權，只能

順著社會加諸女性身上的道德與責任，遑論實踐「我的身體由我自己決定」的觀

念。 

相對於歐美，天主教對台灣社會的影響並不算大，對台灣民間有影響力的宗

教是佛教。與天主教相仿的是，佛教也站在保護生命的立場，認為墮胎等於殺嬰；

不同的是，佛教教義中蘊含「因果輪迴」的觀念，亦即今日墮掉一個胎兒，胎兒

的怨憤之氣將會在他日報復，因此就算法律不罰墮胎，墮胎者也會遭受因果報應

（道證法師，2006）。因果報應的觀念深入台灣社會，使得台灣有祭拜嬰靈的特

殊墮胎後現象，目的就是避免胎兒報復。祭拜嬰靈的現象也反映出父系社會對女

性的性控制，將墮胎視為不道德，利用對靈魂的恐懼心理嚇阻女性墮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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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skowitz, 2003）。 

在中國父權社會中，性別關係是與性以及生殖所連結的，例如儒家思想中人

際關係、家庭連結、宗族榮耀等觀念都會限制女性的生育。在這種文化環境下，

女性想要以墮胎來終結懷孕充滿心理、社會與道德負擔。根據優生保健法第九條

第六款「因懷孕或生產將影響其心理健康或家庭生活而施行人工流產者，應得配

偶之同意」，顯示生育權的最後決定者仍是男性（劉仲冬，1995）；雖然在優生保

健法實施之後女性可以合法墮胎，但優生保健法設下須配偶或法定代理人同意的

條款，顯示女性仍無充分的生育自主權。女性身體長期以來受到政府、醫界、丈

夫等男性的管制，若意識形態上沒有突破，不管是禁止或是強迫墮胎，都只是管

制女性身體的手段（顧燕翎，1995）。若整體社會無法擺脫對女性「應該生育」

的認同，那麼生育自主權就很難被完全實踐（李素楨，2004）。 

第三節 墮胎的媒體再現 

壹、 媒體與墮胎議題 

在 20 世紀中期以前，墮胎是公共領域罕見的議題。原因在於生育仍被社會

視為理所當然，且女性地位低落，女性的性更是嚴重被壓抑，在這種社會環境下，

墮胎被認為是不適合討論的議題（Kulczycki, 2007）。 

當然墮胎報導也並非在 20 世紀才突然出現，在 1840 年代美國報業就已有墮

胎相關報導，不過當時墮胎往往被當成社會新聞在處理，新聞內容幾乎都是女性

死於墮胎或手術後併發症，有些報導也以胎兒之死來吸引讀者。由於將墮胎視為

社會新聞，當時的媒體對墮胎並無特別立場。一直到 1870 年，《紐約時報》新任

總編輯 Louis Jenning 對墮胎持反對態度，《紐約時報》便開始大力攻擊墮胎，其

他報紙也跟進，形成報業一同撻伐墮胎的景象，然而《紐約時報》在 1890 年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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末期隨著新老闆 Adolph Ochs 的上任再度改變報導方針。Adolph Ochs 主張報導

不應該有煽情內容，將墮胎視為不適合報導的議題，墮胎新聞因而在《紐約時報》

上銷聲匿跡。《紐約時報》對墮胎新聞的態度也影響了其他媒體，所以 1910 年代

與 1920 年代墮胎新聞的報導量銳減（Olasky, 1988）。 

在 1870 年到 1900 年，紐約的媒體雖熱烈報導墮胎，但就美國整體報業看來，

不願意觸及墮胎議題者不在少數，顯示墮胎的爭議性往往讓媒體卻步（Olasky, 

1988）。Ballenger（1992）針對美國前 12 大女性雜誌的調查也發現，女性雜誌上

的墮胎報導其實不多，原因在於部分雜誌編輯認為這種爭議性的議題並不適合讀

者。 

經 20 多年的沈寂，墮胎因為生育控制（birth control）運動的興起再度受到

媒體注意，開始有媒體討論墮胎做為挽救節育失敗方法的正當性，與先前相較，

此時報導比較中立（Olasky, 1988）。然而，部分媒體對墮胎議題的接受度提高不

代表所有媒體都能在墮胎議題上侃侃而談，Patterson 與 Hall（1998）針對女性雜

誌的研究就發現，即使當時大力提倡生育控制運動，但出現在女性雜誌上的墮胎

報導仍與 20 年前大同小異：女性是被鼓吹墮胎者所害，這些女性從此失去生育

力，生活在黑暗中。 

受到墮胎改革運動的影響，1950 年代墮胎新聞開始大量出現，1960 年代則

可說是部分媒體在墮胎議題上的轉型期，例如曾大力反對墮胎的《紐約時報》開

始贊成墮胎合法化。墮胎改革運動的興起，使得美國報業漸漸分為支持與反對墮

胎兩派，形成日後支持生命權與支持選擇權對立的雛形（Olasky, 1988）。不過一

直到 1973 年的羅伊對韋德案後，墮胎報導才真正被窄化成支持生命權與支持選

擇權兩大極端（Patterson & Hall, 1998）。 

從媒體報導墮胎的歷史可以看出，媒體態度一直在改變，改變原因可能是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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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組織內部影響，如《紐約時報》報社對其墮胎報導的方針；或是受到外在環境

的影響，如 1960 年代美國民眾因墮胎改革運動而漸漸傾向支持有條件的開放墮

胎，因此媒體也在報導中反映出同樣立場。 

貳、 墮胎的媒體再現 

在墮胎新聞中，最常出現的角色分別是墮胎女性與執行墮胎手術的醫師。墮

胎新聞中的女性通常被描寫為可憐的受害者，墮胎醫師則是為賺錢而草菅人命的

殺人兇手（Olasky, 1988）。「受害者」框架在近年的墮胎新聞中也常被使用，墮

胎女性不是被環境、家人、社會或男友強迫墮胎，就是被醫師或支持選擇權團體

誤導，相信手術安全而墮胎。媒體將女性描繪成無辜的受害者，用「選擇下的受

害者」、「被墮胎剝削的女人」等詞彙來稱呼墮胎女性（Miller, 1996），認為女性

是墮胎的犧牲品，是被墮胎所剝削（Faludi, 1991／顧淑馨譯，1993）。Condit（1990）

的研究也有類似發現，墮胎女性通常被描寫成無助的受害者，例如她們可能是因

為遭性侵而懷孕，或被不負責任的男性拋棄。McCandless 與 Conner（1997）則

是認為，墮胎討論都只集中在選擇墮胎或不墮胎的道德面向上，將女性的情緒反

應視為咎由自取，因此媒體往往不關心女性情緒層面的問題。 

墮胎女性在新聞中的角色似乎沒有改變，但媒體對墮胎醫師的描繪卻有大幅

轉變。在 1940 年代以前，墮胎醫師是媒體主要的攻擊對象，媒體不斷強調墮胎

醫師因墮胎的不義之財而富有，將其描寫為貪婪、邪惡的利己主義者，藉此突顯

墮胎的不道德。不過當時媒體攻擊的不是密醫，而是擁有合法執照卻為人墮胎的

醫師。直到 1940 年代之後，媒體漸漸接受墮胎改革者「問題不在於墮胎，而在

於不謹慎的墮胎」的觀點，媒體對墮胎醫師的態度才有所改變，不再攻擊醫師的

手術獲利，而是轉向攻擊密醫，甚至部分媒體開始同情墮胎醫師，認同其為婦女

墮胎的行為（Olasky, 19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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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體的報導方式也隨著時代不同而有差異。1870 年以前的墮胎新聞多半以

煽情的方式，鉅細靡遺的描述死亡現場，將墮胎等同於謀殺，並宣稱墮胎者將永

遠失去健康及快樂。媒體以正義化身的姿態，呼籲大眾重視墮胎現象，認為若大

眾持續忽略墮胎，女性與未出生的胎兒將永遠受到壓迫。《紐約時報》於 20 世紀

初拒絕報導墮胎後，墮胎新聞的風格走向兩種極端，一種是讓讀者不得不注意的

煽情報導，另一種則是輕描淡寫不會引起讀者注意的新聞（Olasky, 1988）。 

由於 1950 年代的墮胎改革是由醫藥社群與專家所引導的（Luker, 1984），因

此報導重點從攻擊墮胎醫師轉變成檢視是否是「好醫生」所執行的墮胎手術，如

果是，墮胎就不會被大肆撻伐（Olasky, 1988）。此時報導仍無法避免煽情，依然

是以死亡、不孕等悲劇為主，但與先前的不同處在於報導開始關注母親之死，因

而新聞中有許多關於「每年有許多婦女死於墮胎」或「墮胎對女性存在風險」的

報導（Patterson & Hall, 1998）。 

報導的關注焦點會隨社會環境而改變。如前所述，墮胎報導焦點的改變往往

是受到墮胎改革運動的影響。如 1930 年在維也納召開的「性別改革會議」，呼籲

大眾在墮胎議題上必須考量母親的身心健康，之後部分媒體就開始在報導中提倡

政府應開放特定情況下的墮胎。另一個外在環境影響媒體關注焦點的例子是

1962 年的沙利邁竇事件，在 Sherri Frinkbine（第一位向媒體投訴自己服用沙利邁

竇而可能造成胎兒畸形的女性）向媒體說明自己決定墮胎的心路歷程後，媒體就

在墮胎報導中大量引用女性觀點，讓墮胎女性說明自己想墮胎的原因（Olasky, 

1988）。 

從上述討論可知，媒體的確建構了「墮胎真實」。媒體強調醫生與病人之間

的強弱關係，將墮胎定義成權力與金錢的問題，醫師因為墮胎手術而富有，女性

與胎兒則是被醫生壓迫的弱勢（Olasky, 1988）；Press 與 Cole（1999）針對電視

節目的研究則發現，美國電視節目經常將墮胎描述成貧窮者或藍領階級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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顯示電視對墮胎的再現意涵階級議題與階級意識。Miller（1996）的研究發現，

媒體經常將墮胎比擬為「女人的越戰」，意味著墮胎女性既殺害無辜的孩子，又

在餘生中感到罪惡。 

媒體的影響力在於可建構大眾心中的墮胎圖像，不過備受批評之處也在於媒

體傳遞的資訊往往是錯誤的。如在 20 世紀中期，醫療技術的進步讓墮胎不再是

高度危險的手術，且多數墮胎都是在醫院中實施，但媒體所建構出的墮胎真實卻

是「沒有醫學知識的女性在晦暗、骯髒的公寓所進行的手術」（Olasky, 1988, 

p.90）。美國家庭計畫聯盟（The Planned Parenthood Federation of America）前主

席 Gloria Feldt 譴責記者使用的語言太過草率，導致墮胎報導中不斷出現被扭曲

的語言（Anonymous, 2007）。媒體內容經常斷章取義，不然就是引述資料或數據

並不可信（Faludi, 1991／顧淑馨譯，1993）。 

媒體在墮胎報導上有將議題極化的傾向，因此常被責難是在墮胎辯論中火上

加油，或是簡化議題的複雜性（Hunter, 1994）。媒體很少深入探討墮胎問題，也

很少呈現墮胎的爭議點與理由，而是一面倒支持生命權或選擇權，不是宣稱墮胎

手術很安全，就是質疑「墮胎很安全」這種宣稱（Goldberg & Kennedy, 2007）。

Lucker（1984）就認為，媒體從未呈現多數美國人對墮胎的想法，只呈現出兩種

截然不同的世界觀，讓墮胎辯論失焦。 

媒體報導極化的現象主要表現在「支持生命權」與「支持選擇權」之爭上，

如支持生命權團體在媒體中呈現的主要訊息是「後墮胎症候群」（Post-Abortion 

Syndrome），堅稱墮胎後的女性會有精神創傷，這種創傷是普遍且長期的，包括

憂鬱、沮喪、焦慮、無助、不斷想起墮胎、無法克制的哭泣、酒精或藥物倚賴等；

相反地，支持選擇權團體則不斷在媒體上質疑後墮胎症候群的存在，認為後墮胎

症候群是虛構的想像（Miller, 1996）。早在 1960 年代，墮胎報導就已出現極化的

現象，如媒體報導 1962 年的沙利邁竇事件時，就將焦點放在服用沙利邁竇的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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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如何堅決地想要墮胎」或是「所面臨的兩難」，形成報導不是極度同情這些

女性的處境，就是大力譴責她們沒有人性的現象（Olasky, 1988）。 

Charity（1995）指出媒體記者似乎沒有仔細思考墮胎，而只是想寫出能吸引

讀者的報導。做為一個健康議題，墮胎報導的意義應該在於告知女性健康資訊，

但媒體的墮胎報導並未提供女性任何確切資訊，例如報導只提及可能的生理風

險，卻沒說明哪些因素會導致生理風險，也沒有教導女性如何尋求安全的墮胎或

是挑選醫生。換言之，報導並沒有把女性健康置於墮胎之上（Miller, 1996）。墮

胎影片【殘蝕的理性】指出，每年美國墮胎手術的執行次數約為心臟手術的十倍，

政治人物不需要在心臟手術上表態，最高法院也不需要裁決心臟手術是否違憲，

群眾也不會抗議示威表達對心臟手術的意見，但媒體對心臟手術的報導量卻遠遠

超過墮胎手術，顯示媒體對墮胎的忽略。媒體存在的目的在於探討民眾所關心的

事物，但提及墮胎時，媒體卻沒有負起責任，沒有給予大眾足夠的資訊。 

媒體的墮胎報導遭人詬病之處不少，Susan Faludi（1991／顧淑馨譯，1993）

指出，媒體是反對墮胎的主要力量之一，媒體大量刊載關於墮胎的新聞或是政策

分析，卻從未替女性發聲，只是強調道德的重要。媒體特別偏愛符合其既有成見

的研究報告，例如大肆報導指出墮胎有心理與生理風險的研究，而刻意隱匿墮胎

也有益健康這部份的資訊；媒體也將墮胎指為不孕的原因，認為墮胎可能會造成

日後的生育問題，甚至無法生育。支持生命權團體則是譴責媒體總是不斷在新聞

中重述墮胎權的觀點（Hoyt, 1997），將墮胎描繪成一件簡單的事，單方面引述

贊成墮胎者的觀點，將贊成墮胎者視為仁慈的（Olasky, 1988），而將支持生命

權團體視為敵人（Anonymous, 2004）。 

即使墮胎新聞遭人詬病，但不可否認的是媒體確實有其影響力。由於媒體在

1870 年代不斷報導非法墮胎的事件，使當時美國的墮胎法漸趨嚴格，可見媒體

意見足以影響墮胎改革（Kulczycki, 2007）；Hopkins 與 Zeedyk（2005）也發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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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體很容易被可呈現出「胎兒影像」的新科技所吸引，進而將之運用於報導中，

這種做法會強化「子宮內的胎兒是未來公民」的論調。此外，媒體能藉由訊息的

大量發佈，讓墮胎成為人人關心的公共議題。因為有影響大眾的能力，媒體也成

為各方極欲拉攏的對象，因為能結交同情某議題的媒體，幾乎就等於獲得強大的

盟友，此對社運組織來說尤其重要。所以社運組織會努力與媒體接觸，例如主動

發佈新聞稿、召開記者會、提供詳盡的資料（如與女性生殖相關的法律、與墮胎

相關的報導、民意調查）方便媒體報導（Rohlinger, 2002)。 

但控制媒體並不容易，因為意義的製造往往會受到其他團體、社會事件、或

媒體結構所影響（Rohlinger, 2002)。媒體不是存在於真空中，而是要與社會環境

互動，因此媒體報導自然會受到政治、經濟、文化等因素的拉扯。如 1980 年代

由於美國南方的報紙較為保守，因此拒絕報導贊成墮胎者的觀點（Rohlinger, 

2002)；又如美國《紐約時報》的記者 Gina Kolata 曾表示：「只有精神異常的人，

才會看不出來《紐約時報》是支持選擇權的，我們總是在訊息中反映我們的想法」

（Goldberg & Kennedy, 2007, p.60）；Kulczycki（2007）研究墨西哥廣電媒體就發

現，由於墨西哥政府並不喜歡墮胎議題被大肆討論，因此該國劇情類節目鮮少出

現過墮胎情節。 

正確報導事實雖是媒體的重要職責，但欲正確無誤呈現出墮胎議題的社會環

境卻是困難重重（Hoyt, 1997）。如前所述，媒體不是選擇忽視墮胎議題，就是

選邊站只呈現單方觀點，或是擴大墮胎爭議。Goldberg 與 Kennedy（2007）認為，

越是充滿爭議性的議題，就越需要媒體廣納不同的觀點意見，因為這些爭議將可

能會挑戰過去被視為理所當然的、從被檢驗過的信念。 

參、研究問題 

墮胎是個古老的話題，雖然醫藥技術的發展使墮胎危險性逐漸降低，但其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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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性只有愈發增高的趨勢。墮胎涉及人權、生死、人口、醫學、道德、國家發展、

健康等層面，若從不同的角度看待墮胎，就會得到不同的答案。 

墮胎的爭議性與對墮胎的容忍度隨著各國國情、文化、宗教信仰而有差異。

美國自 1960 年代起就在墮胎議題上分為支持選擇權與支持生命權兩大陣營，至

今仍爭論不休，每逢總統大選或重要選舉，候選人都必須在墮胎議題上說明、表

態，這種情況與美國的宗教信仰以及女權運動有著深切關連。台灣的墮胎辯論雖

不如歐美來得普遍，也不像歐美國家有多個贊成墮胎或反墮胎團體在公共領域上

進行廣泛激烈的討論。但從優生保健法的立法與修正爭議來看，台灣社會對於墮

胎的焦慮確實存在。 

從歷史的角度觀之，優生保健法的爭議隨著社會背景與時代環境的不同而有

所改變。現在墮胎辯論中的兩大對立力量－宗教與女性，在優生保健法立法之初

並不在考量之列。墮胎是國家政策、性別意識、社會價值等意識型態在女性生育

上的角力，不同的社會環境、科技發展與政治狀態，對墮胎也會有不同的詮釋。

且法律做為一種社會，其價值標準是以與政治、經濟及良知等其他社會機制所共

享的道德為標準。換言之，法律一旦制訂，其內容就是社會價值的具體呈現（石

世豪，1999），因此優生保健法對墮胎的考量與討論即是反映社會對墮胎議題的

觀感。目前台灣的墮胎辯論看似遵循美國墮胎辯論的軌跡，但兩國國情、宗教信

仰、文化畢竟不同，因此美國的墮胎辯論並不能全然反映出台灣社會對墮胎的觀

點。唯有從台灣的歷史脈絡、政經環境、社會價值、文化觀念等面向去分析，才

能解讀出台灣社會的墮胎想像。 

媒體的責任在於傳遞正確資訊，但多數媒體研究卻指出媒體傳達的資訊是經

過挑選、組合過的。所以媒體傳播的不只是事件的意義，還有一連串在政治、社

會、文化價值觀中勝出的意識型態。在墮胎議題上，國外媒體文獻相對較多，遍

及醫學、法學、哲學、社會學、傳播等領域。反觀國內墮胎相關研究，主要集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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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法學、哲學、社會學等方面，與媒體相關的研究並不多，但也可從這些研究結

果看出，國內外媒體在墮胎議題的呈現上確實有差異，如美國媒體將墮胎定義成

女性戰爭（Miller, 1996）或階級問題（Press & Cole, 1999），陳靜玟（2003）針

對國內 1999 年 4 月到 2003 年 8 月的墮胎新聞進行內容分析發現，政府單位與醫

師為主要的消息來源，報導往往以「社會現象」的方式呈現，且報導內的墮胎女

性多是不經世事的少女、學生族群或意外懷孕的女性，且未婚懷孕而墮胎的報導

量遠超過其他原因墮胎的報導量。其研究為台灣墮胎新聞描繪出輪廓，本研究則

將研究聚焦於墮胎辯論，進一步釐清台灣媒體在墮胎報導中所反映的觀點，並將

研究時間擴及 1970 年代，探討墮胎觀點的轉變。由於台灣的墮胎辯論集中於優

生保健法的討論上，所以希望藉由優生保健法的爭議，探討媒體為台灣民眾建構

出何種墮胎真實、媒體如何解讀墮胎，以及在不同時代媒體呈現的改變。 

媒體是大眾瞭解社會的管道，除了傳遞資訊外，更能建構與製造真實，也就

是說，媒體報導建構民眾對墮胎的看法，反映墮胎在社會中的文化意義。分析媒

體訊息的遣詞用字之所以重要，是因為從中可得知訊息如何被接收、如何塑造讀

者情緒，以及理解事件如何被建構（Hopkins & Zeedyk, 2005）。 

綜上所述，本研究首先要探討的問題是，在優生保健法的爭論中，媒體傳遞

了什麼樣資訊給社會大眾，媒體呈現的內容是什麼、有哪些；另外，優生保健法

並不是近幾年才產生爭議的法案，而在立法時就已備受爭議，隨著社會環境與性

別觀念的改變，媒體在優生保健法的報導上又有何不同之處。因此，本研究第一

個研究問題是： 

（一）在優生保健法相關報導中，媒體援引哪些消息來源的意見，如何呈現

優生保健法的爭議？隨著時代環境變遷，呈現內容有何改變？ 

其次，本研究欲進一步探討，報導如何替優生保健法做出定位。由於優生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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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法的爭議焦點在於墮胎規範，因此可從報導中看出媒體對墮胎做出何種詮釋。

由此發展出本研究的第二個問題： 

（二）媒體用什麼觀點詮釋優生保健法？為優生保健法做出何種定位？又建

構出什麼墮胎圖像？而不同年代對於墮胎的建構與詮釋有何不同？ 

最後，本研究不僅重視媒體用什麼觀點去詮釋優生保健法，也試圖從媒體報

導解讀出文本中隱含的文化意義。換句話說，本研究除了探討媒體運用何種語言

機制再現優生保健法的爭議外，也探討媒體文本中所反映出的意識型態。據此，

本研究發展出第三個研究問題： 

（三）媒體的優生保健法報導反映出何種文化意義？有無隱含特定意識型

態？不同時代所反映的價值觀有何差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