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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結論與建議 

第一節 研究結果與討論 

本研究發現，不同時期的優生保健法報導都各有特色，如研擬期著重優生保

健法對人口面向的貢獻，政府為主導論述者，實施期報導則著重優生保健法所造

成的負面效果，消息來源以醫師為主。因此本節綜合討論優生保健法在長達 40

年的媒體呈現中有何轉變。各種力量在女性生育議題上的角力與操縱原本就是本

研究關心的主題之一，故本章也探討女性形象的呈現與建構。最後，本研究發現

台灣墮胎論述與西方國家墮胎辯論有部分差異，因此本章最後將針對台灣墮胎論

述的特色進行討論。 

壹、優生保健法的定位與消息來源建構 

不同時代的優生保健法報導，建構出的墮胎圖像與定位也有差異。在媒體論

述中，一開始優生保健法被視為可解決所有社會問題的良政，不論是經濟發展、

政治穩定、社會問題都可以藉由優生保健法的實施一併解決。當時對於人口爆炸

有過度的憂慮，因此媒體大力鼓吹、催促政府實施墮胎合法化，認為墮胎合法化

就家庭層面而言，其可減輕家庭經濟負擔，不用費力養育過多的子女；就國家層

面而言，可提升人口品質、減少社會負擔、增強國家競爭力、促進經濟發展。由

此可見，在優生保健法正式實施前，是以國家長期發展（如經濟發展、民族品質）

的名義要求人民配合，在國家需求的前提下，墮胎有被社會接受的正當性。然而

在優生保健法正式實施後，媒體對優生保健法的討論則是因為「問題的產生」，

如墮女胎、外遇墮胎、未成年墮胎等，加上墮胎數一直缺乏可靠的統計，各種數

據都在媒體中出現，優生保健法的寬鬆變成問題根源，墮胎也因此成為社會危

機，不但召喚出社會對墮胎的不安全感，也引發對墮胎者道德敗壞與偏差性行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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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想像。 

在消息來源方面，消長最明顯的是政府主導力量的式微以及權威性漸增的婦

產科醫師。其實從媒體對優生保健法的定位，就可清楚看出政府影響力漸弱的現

象。在優生保健法準備立法時，報導呈現的幾乎都是政府觀點與思維方式，消息

來源也多是立委或衛生署官員，媒體內容以轉述政府意見、告知政策內容為主，

將墮胎討論置於政治經濟脈絡之下也是政府權威的展現。政府的強勢暫時安撫社

會對墮胎的不良觀感，優生保健法得以通過立法；隨著民主政治的發展與報禁開

放，政治力對媒體的直接控制逐漸減少（蘇蘅，2000），媒體論述不再以政府馬

首是瞻，漸漸開發其他消息來源，將不同觀點轉述給社會大眾。不過政府對媒體

的影響力大不如前，並不代表政府意見不再重要，媒體雖沒有明確表達出贊同政

府的立場，但仍倚賴政府官員做為消息來源，畢竟優生保健法做為規範墮胎的法

律，而法律原本就是國家高度機構化後，將國家權力伸展到各個領域的結果（石

世豪，1999），因此政府觀點自然會受到重視。 

台灣社會在解嚴後，從威權政治的「王權統治」社會，走向由專業領導的「規

訓社會」（蔡篤堅，2000），這可能是醫師團體在媒體中能見度大幅提高的原因之

一。在優生保健法初擬定時，醫師並未出現在報導中，優生保健法正式實施後，

醫師才獲得發言機會，且力道逐漸強大，其發言權威性來自於醫學的專業地位與

無數的臨床經驗。在優生保健法頒佈實施前，報導所呈現的醫師意見均為贊成墮

胎合法化，當時因為墮胎並未合法，醫師無從談論墮胎的執行狀況，所以多從人

口角度討論墮胎合法化的必要性；優生保健法實施後，醫師壁壘分明形成兩派；

一派是將墮胎視為社會問題、呼籲女性應該更尊重生命，不應貿然墮胎；另一派

則認為政策有問題，主張政策不應嚴加限制而將女性推向非法。無論是哪一派醫

師論述的呈現，報導大量運用醫師發言或觀點，將其專業知識或經驗轉化為政策

參考，似乎提升醫師在法案討論中的地位。醫師意見受到重視，與社會上對醫師

的尊重不無關係。陳君愷（1991）指出，醫師在台灣社會一直佔有重要角色與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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殊地位，他們是社會菁英與意見領袖，且在台灣社會中得到偶像似的崇拜。加上

記者可能缺乏醫療知識來質疑、挑戰或要求醫師澄清可能的疑點或誤解，且也習

慣於台灣社會對醫師的醫療專業與權威的高度尊重，因而只能更依賴醫師的意見

（邱玉蟬，2007）。醫師因此成為新聞中不可或缺的消息來源，並成為女性的代

言人之一。 

在談論墮胎實際狀況時，醫師更是唯一的消息來源。從醫師提供的墮胎案例

來看，多是戲劇性、衝突性的案例，如十四歲就墮胎的少女、與配偶吵架就要求

墮胎的婦女、懷有嚴重畸形胎兒卻印法律限制不得墮胎等，因此報導所呈現的墮

胎故事幾乎都充滿爭議性。但是醫師刻意提供特殊案例給記者亦或是記者為製造

新聞性選擇特殊案例加以報導則需進一步研究新聞產製過程才可得之。 

然而國家與醫師權力的一消一長，顯現的卻是對女性生育的控制：國家透過

優生保健法，合理的對婦產科醫師進行管理，也理所當然將女性生育納入國家管

轄範圍內；醫師藉由優生保健法的執行，使其對墮胎的控制力透過醫學專業而大

幅提高。與墮胎最直接相關的女性，卻是優生保健法討論中最缺乏力量的。 

值得慶幸的是，女性觀點在 2003 年之後大量出現在報導中，主張女性有自

己決定的能力與權利，婦運團體站在女性應享有生育自主權的立場，成為墮胎女

性的代言人。女性觀點被報導固然顯示女性在墮胎論述中獲得發言空間，不再是

被動的被管理人，但發言者身份仍不脫立委、醫師或是民間女性組織（台北市女

性權益促進會、台灣女人連線等）的重要成員或領導者，一般女性（或是曾墮胎

的女性）很少在報導中現身或表達意見。 

貳、墮胎論述中的女性 

不意外地，墮胎論述中的女性很少以正面形象出現：因優生理由墮胎的女

性，是因為不健全的胎兒將會成為家庭與國家的負擔；因受性侵害而墮胎的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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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是為了擺脫道德上的汙點；因外遇而墮胎的女性，墮胎是掩蓋其缺乏倫理道

德的手段；未成年墮胎者則是性行為開放又很無知的青少女；成年女性墮胎則是

因為其不願負擔養育責任或是不尊重生命的表現。換言之，女性墮胎的理由多半

被建構為不好或不正常的，而墮胎女性在此種建構中，也被視為不好或不正常的

女性。 

若細分各時期的女性形象，則可發現在優生保健法實施之前，討論集中在已

婚女性身上，由於墮胎在當時社會缺乏正當性，因此法律保障的對象是較有「墮

胎正當性」的已婚且生育過的女性，而未婚懷孕的狀況不過是讓法律更有通過的

理由而已。婚姻是區分女性有無墮胎正當性的標準，未婚女性被排除在法律外，

且被分為「無知的女孩」與「年輕的工廠作業員」兩類。在優生保健法實施後，

婚姻內的墮胎較則不被關注（除了墮女胎現象、外遇墮胎外），報導集中在墮胎

年輕化現象，以少女或女學生來指稱年輕的墮胎族群，並有將未婚懷孕等同於未

成年懷孕的傾向，陳靜玟（2004）的墮胎新聞研究也發現，報導所呈現的墮胎女

性以未成年未婚的學生為主。然而根據國民健康局資料顯示，2004 年 22 歲至 39

歲已婚婦女一年施行人工流產約為 11 到 15 萬人，25未婚未成年施行人工流產約

3 到 4 萬人，而 1990 年到 1997 年歷年的資料也都顯示，墮胎的已婚者比未成年

者多出七至八倍。26報導放大未成年或學生族群墮胎的嚴重性，建構出年輕女性

性行為偏差的生活型態，顯示對年輕女性的質疑。 

社會環境的改變亦影響女性形象呈現，如台灣在 1960 年代開始設置加工出

口區並有大量女性投入就業，因此 1970、80 年代報導便有「女工」的角色，然

而隨時代變遷，1990 後報導就不再以「女工」指稱年輕的墮胎女性，取而代之

                                                 
25 參見行政院衛生署 Teens’ 幸福 9 號計畫。 
http:// www.doh.gov.tw/Student_Affairs/osa/upload/0960070278%AA%FE%A5%F3.doc 
 
26 參見行政院衛生署網站。 
http://www.doh.gov.tw/CHT2006/DM/SEARCH_MAIN.aspx?keyword=Teens%u2019+%u5e78%u79

8f9%u865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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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是「女學生」；又如在生育率逐漸降低的狀況下，因為子女數過多而墮胎的狀

況漸漸消失於報導中，而是要求胎兒品質所以輕度畸形就決定墮胎的女性備受報

導重視；家庭型態及兩性關係的轉變亦反映在墮胎原因逐漸多元上，如外遇墮胎

的女性，或是遭受家暴、準備離婚而決定墮胎的女性等。 

在研擬期及爭議期的媒體論述中，女性權益很少被論及，因為降低出生率才

是優生保健法努力的目標。女性是附屬於人口政策下的生育工具，墮胎是降低人

口密度、提高人口品質的方法。而隨環境變遷，優生保健法的討論開始圍繞在女

性身上，贊成強制諮商及思考期者認為女性應以尊重生命的態度在墮胎前三思；

反對強制諮商及思考期者則認為女性理當握有生育自主權，故墮胎應該全權決定

於個人意願。在此二元對立的論述下，女性無論是選擇墮胎與否，都會陷入不尊

重生命或不尊重自己的兩難。 

女性在媒體論述中也被各種不同的力量所限制、管理與檢視。優生保健法的

立法其實就是國家權力介入女性生殖的表現，藉由建構政府「仁政」的形象，無

形中合理化政府介入與管理人民生育的合法性。媒體論述將家庭層次的節育合理

轉化到國家需要的層次，認為女性必須配合國家政策。這是政府擁有權力的表

現，亦是國家權力高於女性權力的結果。醫師團體發言權力的高漲，也讓論述呈

現醫師是生育把關人的意象，使醫師成為墮胎最直接的關係人，女性與墮胎的關

係反而被淡化。 

社會對女性的規範也在媒體論述中展現，當墮胎討論無法與女性的性切割，

以及當生育率的高低都指向女性時，便是父權社會管制女性性慾的時候，這種現

象尤其表現在認為墮胎一旦開放便會導致社會風氣敗壞的思維上。媒體報導雖也

呈現社會急遽變遷以及人口結構、婚姻、兩性關係改變的事實，但對女性的觀點

卻從未改變，生育仍被視為女性責任，為人母亦是女性天職，換言之，即使時代

進步，但在生育功能上，女性仍停留在過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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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優生保健法實施後，人口過多的論述已不復見於報導中，不過 2000 年起

國內少子化現象逐漸嚴重、政府積極鼓勵生育後，人口的論述再度浮現，只是轉

換為「生育率過低」的問題。報導將生育率與墮胎做連結，不論生育率過高或過

低，女性都成為被指責的對象，報導中鮮少探究女性生育意願，只將生育問題直

接歸咎於女性。然而女性生育意願其實與社會接受度有極大的關連，家庭是父系

社會權力的根源地，父權社會藉由婚姻制度保障了男性優勢及傳宗接代，所以女

性的性關係只能發生在婚姻制度內（黃淑玲，1996）。父權社會只接受婚姻內生

殖延伸出兩面向，一是婚姻內的女人不能不生，二是婚姻外女人不應該生。故未

婚女性一旦得知自己懷孕，便急著去墮胎，避免承擔社會對非婚姻關係內母職的

質疑；已婚女性一旦懷孕就必須要生下，若不願生下也須經過男性的同意，才能

免去社會對不願負起母職的不諒解。 

承上，優生保健法的立法起因於人口，而在優生保健法進行修正時又將墮胎

與人口結構做連結，使得女性在優生保健法的立法與修改中，都是政策命令施展

的對象：優生保健法基於減低人口而立法，女性被鼓勵不應過度生育；優生保健

法因台灣少子化現象有意嚴訂墮胎條件，女性又被迫努力生育。女性生育在不同

時代的論述中卻都扮演相同的角色，亦即為國家人口結構負責；女性的子宮變成

政府控制人口的工具，在國家人口過剩時要減產，人口結構老化時又要增產。當

國家人口的責任落到女性身上時，生育能力反而讓女性的身體受限而必須服從自

己的身體，或是忍受別人用生育功能來控制自己。 

即使環境變遷，社會對於女性的存在價值或觀點卻不曾改變，形成一方面承

認兩性地位應漸趨平等、另一方面卻用守舊觀念要求女性的矛盾現象。在台灣社

會對於墮胎仍有深刻負面烙印的狀況下，即使准許女性有墮胎自由，卻也不等於

女性墮胎就能因此正大光明，也不等於女性健康因此獲得更完整的保障。若媒體

報導只強調墮胎的爭議性或聳動性（如未成年懷孕、墮胎氾濫等），那僅會加深

對墮胎女性的污名以及墮胎女性本身的罪惡感而已，無法在墮胎現象上獲得更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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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解答。墮胎規範（優生保健法）的目的，應該是讓有需求的女性在獲得充分資

訊後，自主選擇決定繼續妊娠與否。因此，在社會仍普遍將女性角色停留在過去、

對墮胎有所污名的當下，墮胎相關規範應致力於改善不友善的生育環境，包括育

嬰福利、墮胎給付等，更重要的是兩性觀念的矯正，努力減少女性在父系社會中

因外力而被迫生產或被迫墮胎的狀況。另外，不論是實質的報導版面、發言機會，

或是女性的墮胎決策及墮胎後身心反應，墮胎報導都應該留更多的論述空間給女

性，當女性不必在生死或是道德對錯上做抉擇，身體自主權才更得以彰顯。 

參、台灣墮胎論述的特色 

不論過去或現在，不論贊成或反對墮胎，台灣的墮胎論述並沒有討論「生命

定義」的問題，懷孕在台灣的媒體論述中都被等同於懷有生命，因此「生命起源

於何時」的討論幾乎沒有出現在媒體論述中。常出現在西方墮胎論述的「胚胎」

一詞，幾乎在台灣的墮胎辯論中匿跡，就連贊成墮胎者也都不用「懷孕前三個月

不等於懷有生命」的說法，顯示台灣與美國在墮胎辯論頗有差異。換言之，墮胎

在台灣社會中一直都被定位為攸關生死之事，但只要提及生死，墮胎就很難與道

德劃清界線。從優生保健法實施前的論述中也可發現，社會對墮胎條件的放寬不

是不擔心，只是此擔心在政府與專家的保證下被壓抑，到優生保健法漏洞百出

時，墮胎在媒體論述中就被建構成「殘害生命」，如用「劊子手」形容執行墮胎

手術的醫師，便是意指墮胎是殺人行為，因此墮胎也成為冷酷的行為。 

墮胎無法撇開其與生死的關聯，亦無法撇開與性的關聯，從爭議期的「節

慾」、「性氾濫」，到修改期「性道德」的討論，都反映出墮胎與性敗壞不無關係

的刻板印象。從立法院出版的優生保健法立法案專輯中也可看出，優生保健法草

案受到當時立委反對的原因包括墮胎違反人道、墮胎不適合做為解決人口壓力的

方法、墮胎將使台灣沒有足夠人力反攻大陸、墮胎將造成性慾氾濫等。不過報導

卻將焦點放在「性」的討論上，足見台灣社會對性的恐懼。即使到現在，性慾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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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行為一直被視為應被妥善管理之事。只是在優生保健法立法時，國家的主導力

量強大到足以壓制社會對性氾濫的焦慮，優生保健法才得以通過；到了發現優生

保健法與社會格格不入時，政府主導政策的地位不再強勢，也沒有幫助經濟發展

等理由，優生保健法的論述又重新回到道德社會中。墮胎被建構成「性」問題，

凸顯社會對坦然面對性的排斥。墮胎與性無法切割，拒絕正視性、將性視為問題

的思維都反映在媒體論述中，而墮胎污名化則是對性慾恐懼的結果。 

台灣的媒體論述中，很少有墮胎女性現身說法，27墮胎女性的故事通常都是

由醫生或是婦運團體代言，與西方墮胎辯論中時常引述墮胎女性經驗的做法甚有

差異。女性與墮胎深切相關，若報導中有更多的女性經驗，墮胎討論將更能聚焦。 

不管是贊成或反對墮胎者，在媒體論述中，都被再現成將墮胎嚴重化，並視

之為生死交關大事，形成墮胎不是犧牲胎兒，就是犧牲母親的狀況，將墮胎極端

化的論述呈現只會加深社會對墮胎的緊張，女性在如此極化的論述中也失去自主

地位；再者，反對墮胎者認為女性墮胎後必會產生懊悔現象，贊成墮胎者則主張

女性墮胎都是不得已的決定，然而當墮胎被建構成一件痛苦萬分、歷經掙扎之事

時（或是社會對生命的誕生有「值得慶賀」的刻板印象），墮胎的「罪惡性」則

無法除去。 

根據本研究的分析結果，本章提出一些實務建議做為結論。前文提及，墮胎

在台灣的媒體呈現上有三個特點，分別為：（一）與性道德的牽扯不清；（二）不

論懷孕週數，懷孕就是懷有生命；（三）墮胎女性意見的缺席。討論優生保健法

時（也就是在討論該如何規範墮胎時），報導所關注的面向都不是墮胎本身，如

                                                 
27 在本研究的研究樣本內，並無女性自述墮胎經驗的報導，不過研究者發現《蘋果日報》有此

類女性自述式的報導，如 2006 年 8 月 1 日〈女大學生 偷墮胎險沒命〉一文中，便有一位女大學

生陳述自己意外懷孕和決定瞞著家人墮胎，但墮胎後卻因身體狀況不佳而昏迷兩天的情形，又如

2007 年 10 月 24 日〈顧家男驟逝 妻墮胎育 3 子〉一文，一位已婚女性說明自己在丈夫意外身亡、

且育有三個六歲以下孩子的狀況下，不得已選擇墮胎。因此台灣媒體論述中缺乏女性意見的狀

況，有可能是墮胎女性不願意在媒體中現身說法，亦可能是媒體選擇不報導女性的生命故事。此

部份需要由記者採訪的面向進行研究才可得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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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女性身體的影響、手術過程及風險、懷孕時辰到哪裡墮胎較為適合、應如何挑

選醫師等，而是關注墮胎所帶來的結果，如道德崩壞、墮胎率遽增等。使得女性

回首墮胎經驗時，讓女性感到難過的不是後悔墮胎，而是孤立無援的狀態。由於

資訊缺乏，使得有墮胎需求的女性必須從個人網絡中獲得相關資訊，在極度忐忑

中結束妊娠（黃君綺，2001）。本研究認為，如果新聞報導中沒有呈現墮胎的相

關知識，或是讓有需求的女性可從中獲得有用資訊，將使有墮胎需求的女性或整

體社會對墮胎更感到無所適從，進而無法從墮胎本身來談墮胎。 

墮胎涉及生殖、家庭、醫學、政策、人口密度、人口結構等，且在傳統文化

觀念中，墮胎更是與家族血統續存息息相關，因此墮胎並不是生育與否的簡單議

題。不過媒體往往將墮胎討論簡化成生死的兩難、性開放的結果、宗教與女性主

義的對立等。又以難解的墮女胎現象而言，其實此現象是源自於父權社會對女性

價值的忽略與歧視，那麼拿掉女胎的準媽媽應該算是父權社會下的犧牲者還是共

犯？由此可見，台灣的墮胎議題不只是尊重生命還是尊重女性自主權的兩難而

已，還牽涉複雜的文化觀與傳統價值。以上種種都顯示媒體在處理墮胎報導時不

夠精緻，往往只是轉述各方意見。或許媒體可利用深度報導的形式，或在報導中

提供更多正確完整的資訊，唯有協助社會理解墮胎的多面向，墮胎議題才會有更

多討論的空間。 

第二節 研究限制與未來研究建議 

本研究旨在剖析媒體對墮胎論述的建構以及文本中的隱含意義及權力運

作。由於國內關於墮胎的媒體研究數量並不多，我們希望透過研究結果，耙梳出

台灣媒體中墮胎議題的再現及意義。瞭解優生保健法在不同時代中所扮演的角

色，以及優生保健法討論中各方（政界、醫界、宗教界、學界等）對墮胎的看法

以及在墮胎規範上的角力。以下則針對本研究的不足之處與可能的發展方向提出

建議，期望未來有更多深入的相關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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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基於本研究分析範圍選擇之故，樣本選擇以報紙新聞為主，以文字為

分析對象。但電子媒體的蓬勃發展，加上其有豐富的聲音與圖像符號，影音俱全

的訊息對閱聽人也有一定的影響力，因此影像的呈現或配置，剪接技巧等都可納

入研究範圍，亦即日後研究可考慮分析電子媒體所呈現的墮胎報導。 

其次，為了清楚界定本研究的分析範圍，因此以優生保健法為主進行剖析，

但在搜尋新聞過程當中，本研究發現墮胎圖像的建構不只存在於優生保健法的討

論，亦存在於其他類型的新聞中，如社會或影劇娛樂新聞等。由於社會或影劇新

聞等戲劇性強烈的報導更能引起一般讀著的注意，因此其中建構出的墮胎圖像或

所蘊含的意義，對社會大眾亦可能有相當影響力，值得後續研究者進行分析。再

者，本研究也建議可從墮胎的其他相關議題著手，如從談話性節目與雜誌經常討

論的嬰靈現象。探討台灣特殊墮胎現象的其他形式媒體再現，將可更完整描繪墮

胎在台灣社會的處境以及台灣社會對生殖行為的文化觀。 

在研究對象方面，亦可從女性本身著手。既然女性是生產或墮胎最直接的相

關者，女性經驗的重要性自然不可忽視。曾墮胎、有墮胎念頭的女性所面臨生育

與否的選擇經驗才是最真實的。女性經驗也可直接反映出社會對墮胎的觀感、生

育環境的友善度，以及女性自己如何看待墮胎等；女性經驗更是立法時的最佳借

鏡。不論以深訪的方式解讀女性墮胎經驗、分析媒體上女性生育經驗的相關投

書、或是探討女性分享墮胎經驗的言說，都是更能深入剖析墮胎議題的方式。 

此外，由於墮胎議題涉及性別，本研究在分析新聞的過程中也隱約感到記者

性別會影響其報導方式。換言之，記者的背景、人口變項、與消息來源的互動都

可能影響新聞的呈現。日後研究者可從記者的報導習慣與策略著手，或許能更進

一步剖析記者對墮胎議題的建構以及媒體中的訊息。 

由於本研究以分析報導內容為主，因此無法探討新聞產製面向的問題，如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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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呈現的墮胎案例往往具有戲劇性或衝突性，此種呈現是因為消息來源（如醫師）

所提供的墮胎案例原本如此，抑或記者選擇性報導；又如墮胎論述女性意見的缺

席，是媒體沒有發掘墮胎女性的觀點還是忽略女性意見等問題，都須從新聞採訪

的實務面向，或是消息來源與媒體的互動等面向才能瞭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