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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章要討論的是家庭計劃的推動情形。家庭計劃在早期，何以不叫家庭計

劃？以其他名稱代替、更迭，其意義何在？第二，實際執行的情況如何？他們

以什麼樣的方式來跟民眾推廣？民眾的反應如何？第三，家庭計劃協會與農復

會的合作何以中止？在中止之後家庭計劃協會如何繼續推動？ 

 

第一節  從「婦幼衛生」到「孕前衛生」 

 

農復會推動節育最早應可追溯到政府遷臺之初。1949年十二月，農復會撥

款美金 4,000元資助台北公共衛生訓練及示範中心以及中和鄉衛生所，推動一

項稱為「母親諮詢門診」(Well Mothers’ Consultation Clinic)的計劃。計劃的名稱

並沒有節育或者家庭計劃的字樣，但從鄉村衛生組長許世鉅在該項計劃的備忘

錄中可看出本計劃的目的在於母性的健康： 

  許多母親在身體狀況上並不適合擁有太多小孩。許多例子證明，當父母

親們擁有太多小孩，只會對家庭的每一份子帶來不幸與困苦。在這種情

況下，生育間隔或者生育控制，就公共衛生的觀點來說是必要的。中國

當前的節育課題，是要找出價錢上便宜、技術上簡單，以及讓農民覺得

實用的方法。1 

雖然後來這項計劃因工作人員離職而擱置，2但可視為農復會推動節育的第

一步。 

與此同時，農復會又印製與散發節育的宣傳品，在 1949至 1950年間共印

製「幸福與孩子」畫冊一千本，「節育圖說」一萬份，「幸福與孩子」小冊兩萬

本。3但是這些冊子後來被臺北防守司令查禁，4農復會的節育事業再度遭到挫

敗，於是他們開始找代辦的機構，而不再親身執行。 

                                                 
1 〈Well Mothers’ Consultation Clinic〉，《農復會檔案》，國史館藏，314.3531, TW-F-11。 
2 《農復會工作報告第一期》，頁 58。 
3 《農復會工作報告第一期》，頁 80。 
4 貝克，〈人口與生產的平衡〉，《大陸雜誌》，第一卷第九期，頁 26-33；許世鉅，〈臺灣的家庭
計劃─從禁忌至政府政策時期的演變情況〉，《綠杏》19期，頁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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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5年一月，農復會撥款 41,900元給中國家庭計劃協會(從 1955年一月至

1955年六月)，推動一項稱之為「減少每個家庭浪費的死亡」的試驗性的節制

生育計劃，該計劃工作人員的薪水與器材費大半由農復會的補助中支付。許世

鉅在向農復會委員會五人小組提出的報告中指出，推動本計劃的動機在於「由

於之前在雲林等地的人口研究發現，嬰兒死亡率過高，而遺棄女嬰與養女習俗

也相當普遍，而這些都是由於婦女普遍生育過多子女所致。」5，因此本計劃就

以「減少浪費死亡」(Reduction of Wasteful Deaths)作為名稱。 

在這半年的試驗計劃中，家庭計劃協會組織生育指導站十處及母姊會6四十

五處協助生育指導工作，這些工作站大部分設在臺北週邊的六個縣市，並由內

江街婦幼衛生中心、台北市保健館、中和鄉保健站、省立台北護理學校，及部

分助產士支援人力，負責對於健康欠佳，子女過多或經濟困難之母親，授予調

節生育等之重要常識，並將需要協助之不孕症婦女介紹至各生育指導站實施檢

查治療。據估計參加衛生講習會的人數共有 2,974人，總訪察家庭有 1,915戶，

其中接受調節生育指導者有 2,508人，患有不孕症而希望生育者有 466人。7  

由於六個月的實驗計劃效果不錯，農復會決定繼續推動第二年度計劃(從

1955年七月至 1956年六月)。第二年度計劃的名稱改為「衛生教育與減少每個

家庭浪費的死亡」，但事實上是上一個計劃的延續與擴大，撥款金額達到新台幣

218,000元，範圍則從臺北市週邊區域推廣至全省十七個縣市，獲得指導的母親

人數增至 5,845人，母親會也增加至 179個。8 

家庭計劃的成果，也獲得了省衛生處的注意。從第三個年度(1956年七月

至 1957年六月)開始，家庭計劃工作被納入於婦幼衛生計劃(MCH Program)之

下。婦幼衛生計劃為一多邊合作的國際援助計劃，主要工作內容是聘請國外專

家來幫省衛生處訓練各衛生所的助產士及護理人員。由於必須支付外籍人士的

薪水及旅費等，因此當時的省衛生處長顏春輝便向外尋求補助。從 1951年開

始，婦幼衛生計劃在世界衛生組織(WHO)、聯合國兒童基金會(UNICEF)及農復

會共同補助，省衛生處負擔部分預算的模式下進行，而省衛生處這一邊則成立

                                                 
5 〈Program on Reduction of Wasteful Deaths of Families〉，《農復會檔案》，國史館藏，314.3643, 
TW-F-123。 
6 按在檔案中有時稱母姊會，有時又稱母親會。 
7 〈Program on Reduction of Wasteful Deaths of Families〉，《農復會檔案》，國史館藏，314.3643, 
TW-F-123。 
8 〈Health Education and Reduction of Wasteful Deaths of Families〉，《農復會檔案》，國史館藏，
314.3667, TW-F-1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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婦幼衛生委員會來接收並運用這筆計劃專款。在 1953年國外專家指導計劃結束

回國之後，婦幼衛生計劃的工作內容改由農復會獨力資助。9 

婦幼衛生計劃與家庭計劃原本係屬獨立的兩個補助計劃，由於家庭計劃協

會向農復會反映，過去兩年的家庭計劃工作雖擴展至十七個縣市局，她們運用

學校的母姊會宣傳節制生育，引起家庭主婦的熱烈反應，但是工作展開太廣，

個案分散，家庭訪問與督導工作已非家庭計劃協會的現有人員所能負擔；而農

復會在婦幼衛生計劃的成果檢討中也發現，一般農村的家庭主婦均不能充分運

用衛生院衛生所等機構。因此農復會建議，由家庭計劃協會人員與各縣市之衛

生院所人員共同舉辦母姊會，在母姊會中講授衛生教育，包括家庭急救、家庭

護理及婦幼衛生，並集中在六個至八個縣市之中執行。如此，則可使家庭計劃

順利推動，又可使衛生院所發揮充分的效能。10因此，從 1956年七月起，家庭

計劃工作就附屬在婦幼衛生計劃底下執行了五年，自 1959年一月起還安排了一

項「中國家庭計劃協會桃園縣示範區十八個月實驗工作」，這個實驗工作主要是

在試辦逐戶訪視。由於業務的擴大，省衛生處將負責婦幼衛生的「婦幼衛生委

員會」擴大編制為「婦幼衛生研究所」，而省社會處也在 1957年七月之後成為

這個多邊合作的衛生計劃之一員。 

而在 1959年七月十七日的一項非公開會議裡，省衛生處長顏春輝表示，省

衛生處所管轄的衛生院所及省立醫院應全力配合，但並不直接參與推動家庭計

劃，而是由家庭計劃協會接受「因子女過多及不願再生育，或因有疾病不宜生

育」之父母的申請後，拿著家庭計劃協會給的證明，到衛生所及省立醫院孕前

衛生門診部接受醫生指示，使用節育方法，而所需推行節育用之藥品還要由「家

庭計劃協會請准農復會補助之經費內統籌購發」。11因此，省衛生處在實際執行

上所能給的幫助其實是間接而且有限的。但整體來說，農復會將家庭計劃與地

方衛生人員結合，而藉以擴大成果的目的也達到，參與的人員與單位也增加，

而接受和知道節育方法的家庭也變多了。 

從檔案中可發現，這十年的家庭計劃，農復會從不以「家庭計劃」稱之，

而且名稱不斷變更，1955年稱之為「減少浪費死亡」，1956年又改稱為「衛生

教育與減少浪費死亡」，1957年是「婦幼衛生計劃」底下的「衛生教育」，1958

                                                 
9 〈Assistance to Maternity & Child Health〉，《農復會檔案》，國史館藏，314.3550, TW-F-30。 
10 〈Health Education Program Including First Aid, Home Nursing and Maternal Child Health〉，《農
復會檔案》，國史館藏，314.3696, TW-F-176。 
11 〈Continued Assistance to MCH Program〉，《農復會檔案》，314.3773, 59-F-2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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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又將其改為「婦幼衛生計劃」底下的「孕前衛生」，一直沿用至 1961年。農

復會何以要在家庭計劃的名稱上大作文章？據當時親身參與的農復會鄉村衛生

組組長許世鉅的說法，是擔心美援機構的反彈，因此屢次改名： 

  (臺灣的節育運動)引起了一位信奉天主教的美國開發總署12駐臺計劃官

員的注意。他要求農復會取消對這項計劃的財政支持，因為在他看來，

任何死亡，即使是八十歲的老死，也應該認為是一種浪費。於是農復會

鄉村衛生組長為了美方的觀點不同，不得不拜訪美援分署的署長，提出

美援政策對家庭計劃合乎情理的重要性。美方主管曾問及家庭計劃是否

違背中國政府的意向及本地的宗教信仰，農復會衛生組長以當時的陳副

總統兼行政院長，有一次與開拓者(Pathfinder)基金會已故的甘博

(Gamble)博士會晤時，曾經要求農復會在不公開的情況下繼續進行家庭

計劃的推展一事相告，而且說明中國人的宗教信仰並不反對這樁事。美

方主管終於同意農復會衛生組長依照中國人的方式進行此項工作，因為

美援本來就是用來幫助中國人的。為了不願開罪原先提到的那位美國官

員，於是用「孕前衛生」取代了「浪費的死亡」。13 

    而選擇以衛生問題的名義來進行家庭計劃，則是在政治的考量之下所做的

決定： 

  其時，省府主席(周至柔)及高級官員、農復會主委及鄉村衛生組

長曾舉行過非正式的會談。經由此次會談說服了省主席，大量生育對於

自由中國的軍事而言並非助益而是額外的負擔，因為每年約有四十萬名

嬰兒出生，在首批加入軍隊之前的二十年內，將大量消耗我們用作工業

建設的有限資源，此乃親痛仇快之事。何況到那時候人口勢必倍增，社

會問題，特別是失業的情形將是難以克服的。為了避免反對者的口實，

(周至柔建議)人口問題最好當成衛生問題而非經濟問題來處理。14 

    由此可知，農復會的主事者在推動過程中，所考量到的是經濟、社會、政

治層次，他們既希望能擴大成果，但又希望能夠在當時特殊的政治背景下取得

一個妥協與平衡。避免被政治化，其實也可以算是一種政治上的考量。因此，「孕

前衛生」進入「婦幼衛生」，人口問題以衛生問題處理，被視為一種策略。但是，

                                                 
12 開發總署(ICA)，即經濟合作總署(ECA)改組後之組織，為農復會經費之來源機構。 
13 許世鉅，〈臺灣的家庭計劃─從禁忌至政府政策時期的演變情況〉，《綠杏》19期，頁 12。 
14 許世鉅，〈臺灣的家庭計劃─從禁忌至政府政策時期的演變情況〉，《綠杏》19期，頁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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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直接與群眾接觸的執行機構──中國家庭計劃協會──來說，推行家庭計

劃正是因為婦女們需要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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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   中國家庭計劃協會前四年工作成果表(資料來源：《農復會檔案》，314.3730, 58-F-210) 
 

工作地區及參

加衛生所數 

家庭主婦衛生教育

講習會 
主婦接受生育指導者 

對參加主婦做家庭

訪視指導 

本會應各機關或團體做

特約衛生教育講習 

希望生育 
年次 

計劃名稱及年度

(民國) 縣 

市 

衛 

生 

所 

次 

數 

人 

數 

調節 

生育 戶數 15 已孕者 

戶 

數 

次 

數 

次 

數 

小 

時 

聽講 

人數 

義工 

人數 
備註 

第一年 
(TW-F-123) 

44.01-44.07 
6  51 2,974 2,508 466   1,915 1,915    60 16 

第二年 
(TW-F-147) 

44.07-45.06 
17  179 6,904 5,845 1,059 531  9,878 17,932 25 58 333 282 17 

第三年 
(TW-F-176) 

45.07-46.06 
6 114 2,250 35,890 4,226 92 92 53 11,412 11,665 42 74 1,800 381 18 

第四年 
(TW-F-210) 

46.07-47.06 
8 142 2,371 32,035 4,726 42 42 9 12,265 12,535 14 51 368 515 19 

總計  17 142 4,851 77,803 17,305 1,659 665 62 35,470 44,047 81 183 2,501 515  

                                                 
15 夫婦二人赴家庭計劃協會特約醫院接受檢查治療者。 
16 經費由農復會補助，六縣市局為：基隆市、台北縣、台北市、新竹市、屏東市、陽明山管理局。 
17 經費由農復會補助，十七縣市為：基隆市、台北縣、台北市、宜蘭縣、桃園縣、新竹縣、台中縣、台中市、南投縣、彰化縣、雲林縣、嘉義縣、台南縣、高雄縣、屏
東縣、澎湖縣、陽明山管理局。 
18 經費由農復會與省府共同補助，六縣市為：台北縣、台北市、桃園縣、台中縣、台中市、屏東縣。 
19 經費由農復會與省府共同補助，八縣市為：基隆市、台北市、台北縣、桃園縣、新竹縣、台中縣、台中市、屏東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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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避孕方法的推廣與民眾的互動 

 

雖然中國家庭計劃協會第一屆大會找來了立法委員徐中齊當理事長，之後幾

屆的理事、監事、顧問也都有立委或官員掛名，但實際負責各項會務的推動者，

則是總幹事舒子寬。由於舒子寬的父親舒石父曾與蔣介石一同留學日本，並曾任

國民政府時期的參軍長兼總務局長，還曾擔任過臺灣銀行總經理，與蔣介石關係

密切。20舒子寬藉由這一層黨政關係，因此才能每屆大會都邀請得到黨國元老擔

任該會名譽性的職務。然而，黨政關係可以保障她宣傳家庭計劃的自由，卻不能

給她更多的幫忙。 

而從目前可見的資料中也可證實這一點。她們不停的搬家，連一個固定的會

址都沒有──第一屆大會成立之初還以舒子寬在交通部的辦公室當會址，由於舒

子寬必須辭去交通部的職務，因此五個月後，借用農復會人口問題研究室做為辦

公室，後又先後遷至青島東路、中正路、康定路，而其在復興南路之現址於 1969

年才正式起用，而這棟大樓大部分的經費還是由布拉許夫人捐贈，否則她們可能

會繼續流浪下去。21 

她們也沒有固定的工作夥伴。除了舒子寬及其助手陶淑貞、吳硯等少數幾個

專職、全職的工作人員，其他多半是兼職工作人員、臨時招募而來的義工，以及

農復會與省衛生處指派的衛生所護士及助產士。她們每執行一個新的計劃就要重

新組織新的工作團隊，工作人員流動性太高。 

    她們原先甚至連個可靠的宣傳管道都沒有。第一年，她們只設了六個定點式

的生育指導站，而且大都在臺北市，民眾還得親自到生育指導站才拿得到資料與

器材，外縣市的民眾得靠電話與信件才能獲得節育的資訊──但當時有電話或有

能力寫信讀信的民眾恐怕不多。第二年，他們才試著藉由學校母姊會的集會方式

宣傳節育知識與方法，工作範圍也從臺北市擴展至全省各地，並開始主動出擊，

進行訪視民眾之工作。第三年，農復會要結合部分鄉鎮衛生所的資源，推動一項

包含急救訓練、家庭護理以及婦幼衛生的「衛生教育」，她們便在農復會的補助

                                                 
20 〈舒子寬訪談記錄〉，轉引自郭文華，〈1950至 1970年代臺灣家庭計劃：醫療政策與女性史面
向的探討〉，頁 106。 
21 中國家庭計劃協會，〈雙喜臨門：人口政策制定，本會大廈落成〉，《中國家庭計劃協會新廈落
成紀念特刊》(臺北：中國家庭計劃協會，1969)，頁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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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以「避免空襲損害的愛國行動」為號召，對軍眷村及鄉村的育齡婦女實施急

救技能的訓練，並在實施急救訓練的同時，教導婦女家庭計劃的知識與方法：1956

年四月，中國家庭計劃協會與臺北市大安區福住里合作，舉辦兩次急救訓練，共

有 120名主婦參加；1956年八月，與臺北市民防指揮部合作辦理婦女幹部急救

講習；1957年四月與臺灣省教育廳合作，在 447所國民學校舉辦急救講習，並

由這些學校的護士及導師在各該學校的母姊會中講解家庭計劃的要點。她們也找

到了一些特約醫院，以及兩輛「巡迴診所車」，還有部分醫師願意配合做婦科義

診。 

    隨著經驗的逐年累積，她們建立了一些制度，以便使她們即使面對合作夥伴

與執行對象的不同也能夠確保工作的順利，例如，以卡片建立受訪與接受指導婦

女的資料；「回復訪視」制度，用以了解個案的使用情形及問題，並可做節育材

料的補充；以及生育指導站的分類，她們將其分為甲乙丙三種，甲種指導站專門

接洽長期不孕而希望生育的婦女，乙種指導站負責調節生育也就是避孕，丙種指

導站即為母親會，用以介紹欲接受指導的婦女前往甲、乙兩種指導站。22圖 3-2

即為中國家庭計劃協會推動工作的情形。 

 

 

 

 

 

 

 

 

 

 

                                                 
22 〈Health Education and Reduction of Wasteful Deaths of Families〉，《農復會檔案》，國史館藏，
TW-F-1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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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1 中國家庭計劃協會的工作情形(資料來源：《豐年半月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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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她們還找到了不少方法可以推廣家庭計劃：編印與發送小冊子自然是最基本

的，計有理事長蔣公亮編撰之「家庭計劃與人口政策」，以及「家庭主婦衛生教

育」、「家庭計劃答客問」、「家庭計劃工作人員手冊」、「家庭急救與生育指導」等

等；自 1961年一月開始，每月刊行《家庭計劃月報》，用來介紹該會各月工作進

度，工作人員交換工作經驗心得，並刊載專家學者討論家庭計劃的文章；在報紙

上開闢定期之專欄，計有大華晚報的「家庭計劃漫談」，中國勞工半月刊的「家

庭生活」，正聲婦女俱樂部月刊的「家庭與婚姻」；由顧問群、名譽理事、監事等

在報章雜誌撰寫專文聲援家庭計劃，並帶動討論風氣，據舒子寬統計，迄 1968

年底，與中國家庭計劃協會有關的國內中英文報刊文章，高達八百八十五篇；1958

年起，每周固定在中國廣播公司的「空中雜誌」節目中作家庭計劃的國語廣播，

在「空中圓環」節目中作家庭計劃的臺語廣播，之後也陸續在正聲廣播公司、復

興廣播電臺、民防廣播電臺、教育廣播電臺開闢類似之節目；而在臺灣電視公司

成立之後，中國家庭計劃協會又與臺視合作，在臺視的「歡樂家園」、「婦女座談

會」、「大同世界」等節目中進行家庭計劃工作的宣傳；邀請醫學院學生來該會參

觀，實習與接受訓練；應邀至各機關團體做特約演講，舉辦家庭計劃成果展覽會、

話劇表演等等。23圖 3-3是一份名為「婦幼衛生」的宣傳品，她們以兩幅圖畫來

說明家庭計劃的好處：一幅標題名為「有計劃的家庭」，畫的是一對夫婦和四個

子女和樂安祥的家庭，另一幅圖的標題則是「無計劃的家庭」，夫婦兩人而家裡

滿地滿桌到處都是子女的家庭，夫妻吵架不休，房間散亂不堪。24 

 

 

 

 

 

 

                                                 
23 舒子寬，〈中國家庭計劃協會工作簡介〉，收入於中國家庭計劃協會編，《人口問題與家庭計劃》
(臺北：中國家庭計劃協會，1968)，頁 134-136。 
24 中國家庭計劃協會，《家庭主婦衛生教育小冊：婦幼衛生(四)》(臺北：中國家庭計劃協會，1956)，
頁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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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2    有計劃與無計劃的家庭(資料來源：中國家庭計劃協會，〈有計劃與無

計劃的家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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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家庭計劃的概念逐漸為社會所熟知之後，家庭計劃協會不但在宣傳時受到

熱烈的迴響，甚至反過來還有單位主動與她們聯繫及合作。值得注意的是這些機

構中有許多都是公營企業，其中，臺灣糖業公司、中國石油公司、臺灣電力公司

的反應最為熱烈──當然，家庭計劃協會沒有那麼大的權力可以「命令」全省的

臺糖、中油、臺電員工一起節育。最初找家庭計劃協會合作的僅限於數個工廠或

辦事處，如臺糖是彰化溪州總廠，中油是高雄煉油廠，臺電則是彰化管理處、新

竹管理處、高雄火力發電所、基隆火力發電所。最初是由各分公司的主管負責成

立「婦嬰福利小組」，25並由舒子寬派人指導及動員。然而員工的反應熱烈而且

主動，出乎意料之外，要求召開母親會的分廠及其他公營企業也越來越多。 

    臺電在 1961年二月曾對於接受生育指導的員工，做一項「參加計劃生育員

工意見測驗」的不記名問卷調查。他們獲得的結果是： 

一、第一個問題：「參加計劃生育的動機是出於自己的迫切需要？抑或為配合工

公司的措施？或是主管勸導？」結果 91.81%回答「自己迫切的需要」，7.62%回

答「配合公司措施」，只有 0.06%回答「主管的勸導」。 

二、第二個問題是：「你是否贊成家庭訪問每月定期舉行？」結果 75.8%回答「贊

成」。 

三、第三個問題是：「使用節育材料的情形如何？」結果 69.67%回答「按照工作

人員的指導來使用材料」，21.24%回答「喜歡自由運用」，5.1%「偶爾依照規定

使用」，3.96%回答「已停止使用」。 

四、第四個問題是：「你希望節育材料日後仍能免費供應嗎？」結果有 99.19%回

答「希望」。 

    將該份問卷的意見欄做一統合之後，這份報告做出以下的結論：「接受生育

指導之員工及其眷屬，除可免除人口增加不勝負擔之恐懼心理外，對夫婦感情之

增進，性生活之和諧等方面，亦具宏大效果。此外並間接提高夫婦處理公務之興

趣與能力。」可見臺電員工對於節育是出於自動自發並且有迫切的需要26 

    舒子寬在大華晚報的「家庭計劃漫談」中記下了許多婦女的故事與心聲。她

                                                 
25 如臺糖溪州總廠協理鎮天錫、高雄煉油廠人事室主任陳衡、臺電總公司人事處副處長王冠倫。 
26 舒子寬，〈企業與計劃家庭〉，《家庭計劃月報》第二期(1961.2)，頁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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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憶起第一次辦母姊會，是在 1955年三月，臺北市近郊的某個新村： 

      當話題轉向這些關係整個家庭幸福的問題時，太太們都紛紛的發言⋯⋯我

們討論生理機構、生育原理、調節生育的方法、家庭經濟問題、相夫教子

之道等，話愈聊愈多，以致使原定兩小時的會，延續到四小時，村中多數

的人家開晚飯的時間也因而被延遲了⋯⋯。 

      散會後，一位中年婦人告訴我：「我每個月靠打毛線、刺繡賺來的錢，都

必須節省下來，以備打胎時繳手術費。如果你早和我談這些問題，我也不

會做這種勞命傷財的傻事了。」27 

    還有一個中學老師的太太，她結婚十五年，生了九胎，活了六個。當她生下

老八時，在念小學五年級的老三很懂事的幫媽媽揹著「八妹」。他對他媽媽說：「媽

媽，等我到六年級時，八妹就可以自己走路了！」這位媽媽才發現，原來懂事的

老三已經在耽心考初中的事。但是過不到一年，她生了第九個孩子時，老三不禁

哭了出來，因為他好不容易才盼到妹妹會自己走路，如果他又多了一個弟弟要

帶，他就考不取中學了。28 

    舒子寬不但提倡節制生育，也提倡生育間隔。她用醫師的建議提醒婦女，孕

婦體內的鈣質常被胎兒所吸收，如果生育過密或過多，家庭主婦們很快就會變成

了「黃臉婆」。29提醒婦女不要變成名副其實的「黃臉婆」、「賤內」，這也是家庭

計劃協會宣傳節育與間隔生育的一種策略。 

    她們的故事也時常與時事結合。民國五十年，李秀英在倫敦當選為世界小

姐，她頓時成為臺灣媒體熱烈報導的焦點。家庭計劃協會的幼兒安置中心，適巧

在李秀英的新聞傳回臺灣的那一天，接到了一個可愛的女嬰。護士小姐們看到這

個小女嬰都忍不住說：「這不就是十八年以後的李秀英！」但是話剛說完，大家

才發現原來這個女嬰的後腦杓竟是平的。後來舒子寬和女嬰的生母聊天後才知

道，原來這已經是她的第十一胎，根本無暇照顧，所以只好將女嬰成天放在床上，

沒想到竟然因為不常活動而腦後杓都平了。30 

    在推動計劃生育的時候自然也有生離死別的悲慘故事。舒子寬的隔壁搬來了

                                                 
27 舒子寬，〈家庭計劃漫談─知心話〉，《大華晚報》，1961.1.22。 
28 舒子寬，〈家庭計劃漫談─老三的哭聲〉，《大華晚報》，1961.8.13。 
29 舒子寬，〈家庭計劃漫談─黃臉婆〉，《大華晚報》，1961.5.21。 
30 舒子寬，〈家庭計劃漫談─世界小姐〉，《大華晚報》，1961.11.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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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戶趙姓人家，趙太太年剛滿三十，但是看上去比四十歲的人還要老，瘦得只剩

一把骨頭，背也駝了，每天舒子寬上班的時候就見她揹著老四，攙著老三到菜市

場買菜，一家六口只靠趙先生每月不到一千元的收入來維持。有天，舒子寬忽然

接到趙太太生病送醫院的消息，但是她還來不及去探病，趙太太就已經過世了。

舒子寬聽醫院的人說，趙太太得的是急性腸炎，並不是什麼絕症，到醫院吃了特

效藥就止了吐瀉，但是因為平常營養太差，身體過於虛弱，而導致了死亡。從此

以後，趙家的鄰居就常常半夜被貓叫般的哭聲給吵起來，那是十四個月大的趙家

老四在尋找他的媽媽。31舒子寬意有所指的寫道：「那趙先生每個月收入還不到

一千元！他居然每天抽新樂園香煙，穿著筆挺的香港衫去上班⋯⋯。」 

    當然並不是每個做父親的都像那位趙先生一樣混蛋。她也聽到了不少爸爸們

要求獲得節育知識的心聲。有一次，當她在臺糖公司溪州總廠開完母親會之後正

要回臺北，該公司的協理鎮天錫突然跑過來和她商量，他說他們公司的男員工也

希望她能舉行一個「父親會」，因為他們也要獲得計劃生育的知識。舒子寬一開

始頗為猶豫，因為她之前公開演講雖然也有不少男性聽眾，但那是討論理論方面

的，她還從來沒有跟男性講解「避孕器材的使用」這一類的實際問題。但是她想

了很久，認為既然這是民眾的需求，就應該給他們幫助。第一次父親會的反應熱

烈，舒子寬對於這些爸爸的印象是「先生們的態度嚴肅，所提出的問題也都極有

研究討論的價值」，日後她也將父親會納入正式的會務。32 

    還有一位屏東四健會的領導人廖季清，他和舒子寬是多年的朋友，他向舒子

寬說，根據他自身的經驗，他認為有必要向農民推廣節育的知識： 

      他結婚後生了四個小孩，照理說，四個孩子真是一個理想的數目，可是事

實上他的太太卻天天都在叫苦連天。⋯⋯他四個孩子，有的是上午班，有

的是下午班，上午班的吃早點時，下午班的還沒有起床，下午班的吃中飯

時，上午班的還不曾回家；所以，光是孩子們的三餐，就得準備八次，再

加其他如住屋太小，交通工具太擠，休息時間不足等問題，怎不使太太叫

苦連天呢？ 33 

    不過舒子寬也說，四健會的領導人員是要受農復會「衛生教育」的訓練之後

                                                 
31 舒子寬，〈家庭計劃漫談─貓叫般的哭聲〉，《大華晚報》，1961.11.11。 
32 舒子寬，〈家庭計劃漫談─父親會〉，《大華晚報》，1961.8.27。 
33 舒子寬，〈家庭計劃漫談─現身說法〉，《大華晚報》，1961.1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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才會被派駐到地方上服務，婦幼衛生、孕前衛生的知識他們不可能不知道，那位

廖先生也知道家庭計劃、人口理論，但是在他有小孩之前他從不與人討論這些話

題，一定要親身體驗之後，他才了解到家庭計劃的重要性。 

    她們還曾經接到過一個怪電話。一個神秘男子每隔五分鐘就打一次，接了就

掛，掛了又打。終於她們在第三通的時候對著電話那頭的人問：你是誰？你想要

問什麼？電話那頭的神秘男子吞吞吐吐，才說自己姓甘，並談到自己的困難： 

      我跟我太太已經有八個子女，可是最近醫院又說我太太有了，但是我們實

在無力再撫養，聽說你們的調節生育是免費的嗎？太好了！請貴會幫忙我

們『弄掉它』！34 

    這位甘先生把家庭計劃協會的人員弄得哭笑不得。舒子寬說，她並不介意多

接幾通這類的「怪電話」，但是她對於許多人將家庭計劃協會的性質搞混，感到

十分害怕。後來在舒子寬的建議下，她告訴這位甘先生，家庭計劃協會是絕對「反

墮胎」的，她勸這對甘姓夫婦要好好保存這一條小生命，他們可以將無力撫養的

孩子送到家庭計劃協會辦的「幼兒安置服務中心」，給不能生育的父母們來收養。 

    舒子寬還發現，婦女們對於避孕器材的選擇，常有自己的主張。當她在農村

與農村婦女對談的時候發現，許多婦女只知道墮胎手術，她們甚至連生育是可以

調節的都不知道，更遑論選擇使用的方法。35於是她決定將她蒐集到的各種避孕

方法一併介紹給婦女，並讓婦女們自由選擇避孕的方式。例如海綿鹽水法，美國

的醫學博士甘博(Gamble)發現，以海綿浸泡濃度百分之十五至二十的鹽水，可具

有避孕的效果。這種避孕法可以說是最經濟的，食鹽每家皆有，海綿則造價低廉，

而且海綿還由家庭計劃協會發給，按理說在臺灣農村應該可以獲得普遍的歡迎，

但沒想到海綿鹽水法一直無法推廣，婦女們嫌它準備麻煩，而且還會帶給下體刺

痛的感覺。36後來她去泰國訪問時，發現泰國家庭計劃協會缺乏資金與器材，於

是就將剩下的五千塊海綿都送給了他們。 

    又如安全期。安全期避孕法是日本的荻野醫師所發明，是一個相當久遠的避

孕方法，其原理是，婦女的生理週期是固定循環的，只要計算出排卵期，並在排

卵期內避孕性行為即可達到避孕的目的。這也是教宗唯一允許天主教徒使用的避

                                                 
34 舒子寬，〈家庭計劃漫談─怪電話〉，《大華晚報》，1961.9.30。 
35 舒子寬，〈家庭計劃漫談─生育的「自由」〉，《大華晚報》，1961.2.5。 
36 舒子寬，〈家庭計劃漫談─主婦的願望〉，《大華晚報》，1961.2.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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孕方法。但是安全期並不固定，且常常受情緒影響。因此舒子寬建議，婦女若要

算安全期，必須併用另外一種避孕法以達到較好的避孕效果。37 

    子宮環也是個歷史悠久的避孕方法，由德國醫師格芬堡發明，用一枚合金的

小金屬絲環，在未受精之前放在子宮壁，則可干擾受精卵的「著床」步驟，進而

達到避孕的效果。中國家庭計劃協會曾在 1959年元月至 1960年六月做一調查研

究(即桃園實驗區十八個月實驗工作)，以測定格芬堡環(即子宮環)是否適宜在臺

灣推行。而在二百六十三位裝置子宮環的婦女中，有四人再度受孕；有九人發生

子宮環脫出的現象；有六十名婦女裝置後月經週期不正常；但也有十四名婦女原

本月經週期不正常，裝了子宮環之後反而好了；有二十二人發現月經來時有血

塊；有三人在平時即有出血現象。38舒子寬對這種避孕法相當不安，因為子宮環

避孕效果強，但是副作用也多，而且有使用期限，一年半應取出更換，而且這一

年半應定期到醫院檢查聽取醫師的建議。但是據該份調查報告所示，有百分之二

的婦女在發現使用不適之後，即自行取出，而完全沒遇到副作用的婦女當然就不

會定期去醫院檢查。她認為這是相當冒險的方式。當時婦產科醫師還有使用另一

種稱為太田氏子宮環(Ohta Ring)的子宮內避孕器，舒子寬因為對於這類避孕器非

常反感，因而並沒有將其列入推廣的項目。 

    舒子寬發現，婦女們歡迎方便的避孕方法。因此安全素片(藥片)和安全凍膏

(藥膏)最多人採用。不過她仍然建議婦女應該要先向醫師詢問哪一種效用高，哪

一種沒有副作用，哪一種在停止使用後立即可以恢復生育，這樣才能達到計劃生

育的目的。不過舒子寬發現，即使是免費補助，仍有部分婦女發生忘了使用或忘

記藥物放在哪裡的現象，結果懷孕機率立刻高了四倍。因此舒子寬只好一再的提

倡「恆心」與「正確的方法」。39 

    舒子寬最常聽到農民向她反映的需求就是：有沒有吃一顆藥丸就可以保證有

效避孕的？有沒有打一針就可以保一年的？她原本認為科學尚未進步到這種境

地，但在 1961年二月，美國的平克斯博士和羅克醫師發明了口服避孕藥

(Enovid)。Enovid的原理來自於黃體激素，婦女們在受孕之後，體內會開始分泌

黃體激素，使得卵巢在懷孕期間停止排卵。因此他們就做出了一個假設：如果讓

                                                 
37 舒子寬，〈家庭計劃漫談─安全期〉，《大華晚報》，1961.2.26。 
38 舒子寬，〈家庭計劃漫談─子宮環〉，《大華晚報》，1961.3.5。 
39 舒子寬，〈家庭計劃漫談─藥物避孕〉，《大華晚報》，1961.3.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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婦女平日也服用黃體激素，是不是就能達到避孕的效果？經過動物實驗和人體實

驗後，他們以人工製造的黃體激素製成的口服藥丸被證實具有很好的避孕效果，

而且停用之後馬上就能再懷孕，完全符合計劃生育的推動者的期待。不過缺點是

定價太貴。舒子寬對這種口服避孕藥很期待，她希望這種避孕藥能夠大量生產，

以使售價降低，這樣她就能用來推廣。40 

    總括來說，她認為婦女們最常出現的反應與問題，其中之一便是嫌手續煩，

連男士也常常抱怨這類的問題，因為當時的保險套用完必須洗滌。一般的婦女都

希望避孕方法能夠越簡單越好，但卻比較少有人主動詢問副作用等等。而第二個

問題便是她們都希望家庭計劃協會能夠一直免費供應，並定期補充器材。第三個

問題就是先生不肯配合，不願節育。另外還有部分婦女反映，避孕器材被小孩發

現，她們不知道要如何向孩子們解釋。下表是家庭計劃協會推廣避孕方法的成果

及反應的記錄。 

    表 3-5    家庭計劃協會前四年各種調節生育方法之成果(來源：《農復會檔

案》，58-F-210) 

使用者 懷孕者 各種調節

生育方法 人數 % 人數 % 
受歡迎原因 不受歡迎原因 

安全素片 1,636 25.10 7 0.43 

用法簡單、準備時間

短、用完不必沖洗陰

道、藥片體積小 

藥片溶解時局部略感

發熱 

男用套 836 12.83 47 5.62 
用法簡單 本省先生不易接受、

用完後須洗滌套子 

海綿 816 12.53 63 7.72 

從不知其他方法的農

村婦女易於接受 

準備手續太煩、用後

處理太煩、體積太大

影響女方性感 

海綿/男用

套 
482 7.40 32 6.64 

  

安全期 259 3.97 15 5.75 不必準備各種方法 安全期太不固定 

男用套/安

全素 
185 2.84 2 1.08 

  

其他41 185 2.84 13 7.27   

                                                 
40 舒子寬，〈家庭計劃漫談─口服節育丸〉，《大華晚報》，1961.3.19。 
41 「其他」是指，使用安全凍膏，或者外洩法(即性交中斷法 )，或者吃中藥，或者混用兩種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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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用套/安

全期 
184 2.82 7 3.81 

  

結紮輸卵

管 
86 1.32 0 0 

可永久避孕 恢復再生育之機會極

少 

子宮環 55 0.84 2 3.64 
裝置後可不用其他方

法 

易感頭昏腰痠、月經

期延長及子宮口發炎 

安全素/安

全期 
51 0.78 0 0 

  

子宮帽 37 0.57 2 5.41   

海綿/安全

期 
24 0.37 0 0 

  

未使用方

法42 
1,681 25.79 496 29.51 

  

總計 6,517 100 686 10.52   

 

    而除了節育之外，中國家庭計劃協會還有其他重點工作，包括「希望生育」、

「婚姻指導」，與「幼兒安置」。舒子寬發現，在訪問不孕症夫婦的時候，幾乎每

個丈夫都把不孕的罪過推給太太，而自己卻不肯接受檢查。因此她呼籲，夫婦雙

方應同時到醫院檢查，如有必要醫生可以幫他們做「人工受孕」的手術。43 

    中國家庭計劃協會所關心與思考的是，一個家庭從成立前到成立後的每一個

流程。如果家庭的成員已超出一個家庭所能負荷的，她們就擔負起社會工作者的

角色，將這些成員分給尚能負擔的家庭。這就是她們提倡「婚姻指導」與「幼兒

安置」的原因。因此，青少年交異性朋友的問題，她們要談；44交友、相親、戀

愛必須坦誠布公，她們也要談；45「愛情」的本質，她們更要談；46婚禮鋪張浪

費的陋俗，她們建議改良；47不好的蜜月反而導致新人一輩子的芥蒂，她們認為

                                                                                                                                            
的避孕方法者。 
42 這份報告指出未使用避孕方法的原因有幾個：一是婦女正處於哺乳期間，二是婦女年齡較大
者，三是生產後月經不來，四是先生不肯合作。 
43 舒子寬，〈家庭計劃漫談─天賜麟兒〉，《大華晚報》，1961.1.29。 
44 舒子寬，〈家庭計劃漫談─初次交友〉，《大華晚報》，1961.6.11。 
45 舒子寬，〈家庭計劃漫談─開誠相見〉，《大華晚報》，1961.6.18。 
46 舒子寬，〈家庭計劃漫談─愛情〉，《大華晚報》，1961.7.9。 
47 舒子寬，〈家庭計劃漫談─婚禮〉，《大華晚報》，1961.7.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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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妨延後；48夫婦相處中最常發生的問題如「缺乏責任感」，「缺乏共同的嗜好」，

她們都提出了建議；49父母親對子女的性教育問題，也應該攤開來談，這樣才能

使得幸福的家庭繼續延續下去。50乍看之下，中國家庭計劃協會未免「管太多」，

且這些主張與當時各報的婦女家庭類專欄相比，並無奇特之處。然而，舒子寬女

士卻認為，婚姻指導等於是計劃生育的「前置」作業以及「善後」工作，婚前若

不重視交友、戀愛、婚前健康檢查等問題，婚後若不正視婚姻生活、家庭經濟、

子女教育等問題，則計劃生育也不容易成功，更失去了它根本的意義。51因此家

庭計劃協會的「婚姻指導」要將其視為計劃生育的一部分，才能顯示出其特殊性

與必要性。不過，婚姻指導的成果難以評估，迄未找到關於婚姻指導業務的統計

數字。 

    家庭計劃協會從事「幼兒安置」工作，亦受到省社會處長傅雲的啟發與幫助。

傅雲認為，「只要選擇適當，一樣可使孩子得到幸福，甚之比自己親生父母的照

顧還要好。」因此，傅雲委託中國家庭計劃協會辦理「幼兒安置」工作，並每年

補助她們三十二萬元。一名到中國家庭計劃協會領養女兒的家長對舒子寬說：「你

們把這孩子由貧苦的家中救出來介紹給我們領養，固然是為孩子謀到了幸福，可

是我們夫婦為了添這個孩子所享受到的滿足與愉快，是說明了你們為我們做養父

母的人也謀到了幸福。」52當時的考試院長莫德惠，也稱讚家庭計劃協會所做的

事正符合儒家的「世界大同」的理想。下表是家庭計劃協會各項業務的成果。 

表 4-1   中國家庭計劃協會各項工作成果統計表(民國 43-53年)53 

佔全部個案的百分比 
工作項目 申請個案數 成功個案數 

成功比例(佔

本項工作) 申請個案 成功個案 

希望生育 3,750 337 0.89% 5.6% 0.7% 

調節生育 60,141 56,956 96.68% 90.1% 95.6% 

幼兒安置 2,813 2,263 80.4% 4.3% 3.7% 

總計 66,704 59,556 89.2% 100% 100% 

                                                 
48 舒子寬，〈家庭計劃漫談─蜜月〉，《大華晚報》，1961.7.23。 
49 舒子寬，〈家庭計劃漫談─責任感〉，《大華晚報》，1961.7.30；舒子寬，〈家庭計劃漫談─嗜好〉，
《大華晚報》，1961.8.6。 
50 舒子寬，〈家庭計劃漫談─幼而學〉，《大華晚報》，1961.6.4。 
51 舒子寬，〈家庭計劃漫談─父母子女〉，《大華晚報》，1961.5.28。 
52 舒子寬，〈家庭計劃漫談─世界大同〉，《大華晚報》，1961.12.2。 
53 《中國家庭計劃協會第六屆會員大會工作報告》，引自梅煥文，〈臺灣的家庭計劃運動〉，頁 1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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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中國家庭計劃協會與農復會合作的中止 

     

中國家庭計劃協會與農復會，原本是一年補助一個計劃。然而兩者的「計劃

制」合作模式，卻在家庭計劃擴大化之後中止了。 

家庭計劃的擴大化來自於以下幾個計劃：1962年至 1963年，家庭計劃的推

動工作突然呈現一片空白，原因是當時臺灣發生了副霍亂疫情。衛生所與村里工

作護士以撲滅副霍亂為主要業務，無暇推動家庭計劃。然而在疫區工作的護士們

報告，由於貧窮和過多的子女，單憑保健措施不足以預防副霍亂。農復會因勢利

導，將危機化為轉機，將家庭計劃的宣導納入原本以防疫與推動環境衛生為主要

目標的村里工作。54從 1963開始，他們在選定的鄉鎮召開村里小組會議，在教

授衛生教育課程之中加入家庭計劃的宣傳。他們稱之為村里衛生教育計劃(VHE, 

Village Health Education)，後又稱村里衛生改善計劃(Village Health 

Improvement)，計劃分為兩部分，第一個部分是針對漁村、鹽區及礦區等低收入

戶，第二個部分則以臺北縣、苗栗縣及桃園縣的部分鄉鎮規劃為實驗區。 

在村里衛生教育工作實驗區於三縣開辦之後，一份 1966年度的檔案中顯

示，其他非實驗區的鄉鎮如屏東縣麟洛鄉等也向農復會要求成為實驗區。農復會

原本就以擴大計劃的成果為目標，不過這種成果卻讓農復會相當吃不消，因為一

旦簽訂合約，農復會就必須補助該鄉鎮所開出的衛生教育預算的一半，而這項額

外的計劃將需要五百萬元。當時農復會的財源來自中美相對基金，每年的預算是

固定的，且由行政院以「中美經濟社會發展基金」的專門帳戶負責管理，不可能

像 1950年代一樣要多少有多少。因此，農復會與經合會(CIECD)聯絡，希望能

夠從他們的預算中提撥五百萬元來資助這個計劃。一項非公開的會議在 1966年

11月 14日召開，經合會副主委李國鼎、經合會秘書長陶聲洋、農復會主委沈宗

瀚、鄉村衛生組組長許世鉅、省衛生處處長許子秋、人口研究中心主任周聯彬，

以及省衛生處的外籍顧問，紐約人口局遠東地區代表肯尼(S. M. Keeny)等人出

席。李國鼎口頭答應撥款事宜，但是他強調，這一筆錢名義上雖是補助「村里衛

生教育工作」，但他希望能專門用在家庭計劃的推廣，而非其他項目的衛生教育。

關於這個口頭協定，陶聲洋還致函給當時的農復會秘書長張訓舜，希望他們能以

                                                 
54 許世鉅，〈臺灣的家庭計劃─從禁忌至政府政策時期的演變情況〉，《綠杏》19期，頁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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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面方式將這一點列入備忘錄。於是，他們向行政院請款，希望能動用中美經濟

社會發展基金(即中美相對基金所成立之專門帳戶)，申請額外的專款五百萬元，

也獲得了行政院長嚴家淦的同意。55過去的家庭計劃研究者常說「李國鼎支持家

庭計劃」，其說法當來自於此。 

    農復會第二個擴大成果的計劃稱之為家庭計劃推廣工作(FPE, Family 

Planning Extension)，又稱之為全島性的婦幼衛生工作(Island-wide MCH 

Program)。在 1963 年之前約有一百二十名經過孕前衛生訓練的工作人員以及一

百一十七個衛生所將孕前衛生工作列入業務範圍。但是「家庭計劃推廣工作」卻

希望能夠讓全省三百六十個衛生所都從事孕前衛生工作。因此家庭計劃推廣工作

的目標，即希望能夠達到龐大人員的訓練及管理。56 

    第三項重要工作則是臺灣人口研究中心的成立。農復會不斷反覆的進行實驗

─研究─評估的步驟，並將人口研究轉化為實質的推動力量。農復會於 1961年

二月開始，協助臺灣省民政廳(PDCA, Province Department of Civil Affairs)著手進

行一項計劃，範圍包括七個鄉鎮，計劃內容主要是改善戶籍登記及生命統計之正

確性，以及加強與衛生所、醫院、開業醫師、助產士、學校及鄉鎮長等地方機構

之協調合作。57密西根大學社會系教授傅立曼(Dr. Ronald Freedman)，同時也是人

口研究中心的負責人之一，曾主張應該建立一制度，以便能將戶籍登記方便人口

統計之用，並應編撰與出版人口統計事實報告(Demographic Fact Book)。58 

    由於家庭計劃的實施規模與人數日益增加，一個專門負責評估及統合工作成

果，以便提高工作成績及效率的專責機構必須成立。因此，在 1961年九月，臺

灣人口研究中心在農復會、美國紐約人口局、密西根大學與臺灣省衛生處合作之

下成立，59地點位於台中。人口研究中心成立的宗旨是，藉由實際調查實驗中，

明瞭臺灣各界對「節育」的態度，將統計分析的結果作為臺灣省衛生處今後推行

節育工作之依據。顏春輝兼任中方主任，傅立曼擔任美方主任，中方副主任由婦

幼衛生研究所副所長彭瑞雲兼任，與傅立曼同屬密西根大學的日裔美籍人口學者

                                                 
55 〈Village Health Education Including Combined MCH Supervision〉，《農復會檔案》，國史館藏，
314.3994, 67-C41-F-471。 
56 〈Assistance to Island-wide MCH Program〉，《農復會檔案》，國史館藏，314.3953, 64-F-429-b。 
57 〈Assistance to PDCA for Improvement of Population Registration System and Vital Statistics〉，《農
復會檔案》，國史館藏，314.3875, 61-F-351。 
58 〈Compilation and Publication of Demographic Fact Book and Continuation of the Pilot Study on 
Improvement of Population Reporting System〉，《國史館檔案》，314.3942, 63-F-418。 
59 《農復會工作報告第十三期》，頁 40。 



一個女性經驗的家庭計畫：臺灣家庭計畫早期的發展(1954-1964) 
 

 72 

竹下讓(Dr. John Y. Takeshita) 則擔任美方副主任。 

臺灣人口研究中心成立之初，紐約人口局先撥款 60,886美元以資助其成立。

而後 1962至 1964年，也是由紐約人口局補助 58,000美元。60但到了 1964年六

月，紐約人口局的補助計劃即將中止。因此，紐約人口局的副主席貝瑞爾森(Dr. 

Bernard Berelson)、農復會鄉村衛生組組長許世鉅，與省衛生處長許子秋在 1963

年十二月協商討論此一問題，他們做出以下的結論： 

1.他們相當希望人口研究中心的工作能夠繼續下去。 

2.紐約人口局願意資助其他部分的孕前衛生工作，但無法再支援人口研究

中心之經費，因此從1964年七月開始，贊助人口研究中心的經費將由農

復會負擔。 

3.人口研究中心的人事將整體更換為我方人員，傅立曼及竹下讓辭職，而

代替這兩人擔任常駐主任的人選，農復會推舉鄉村衛生組資深的技正周聯

彬擔任。 

4.傅立曼及竹下讓皆改任該中心之顧問。61 

因此農復會開始對臺灣人口研究中心進行五年的補助計劃。除了第一個年度

(1964年七月至 1965年七月)補助新臺幣九十萬元，其餘四年各補助一百萬元。 

    在 1964年元月，省衛生處將原先的孕前工作(PPH)、鄉村衛生教育工作(VHE)

與家庭計劃推廣工作(FPE)三項工作合併，稱之為五年家庭計劃。許世鉅在補助

五年家庭計劃的備忘錄上是這樣說的： 

由於中央政府仍然缺乏一確定之人口政策，省政府必須十分謹慎地處理家

庭計劃所帶來的敏感問題，也無法給予資金上的支持，但是如果將家庭計

劃納入省衛生處的衛生計劃，並且不將其標明於預算表中，省政府將默許

這項行為。不過各地的縣政府及鄉鎮公所早已準備好要使用資金與動員人

力來從事密集的村里衛生改善訓練，並將其視為社區發展的第一項步

驟。⋯ 

另一項新的發展是，省衛生處接受了我們加強婦幼衛生計劃的提議。這項

計劃是發動所有的衛生所，找出他們所在地的所有懷孕婦女，並給她們上

                                                 
60 《農復會工作報告第十四期》，頁 82。不過根據蔣彥士先生的說法，紐約人口局這筆 58,000
美元的資金是同時補助省民政廳與臺灣人口研究中心，見蔣彥士，《彥士文存》，頁 135。 
61 〈Compilation and Publication of Demographic Fact Book and Continuation of the Pilot Study on 
Improvement of Population Reporting System〉，《國史館檔案》，314.3942, 63-F-4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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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堂產前教育課。其中產前教育課的內容一定要包含生育間隔，並且要向

她們詳細解釋其涵義。護士或助產士應記下產婦的反應是否接受生育間

隔，並詢問她們分娩的日期，以及願意辦理避孕的時間。到了那個可以裝

子宮內避孕器的時間，再到她們家做進一步的訪視。如果每個衛生所都有

一個護士及助產士，那麼這項計劃將能擁有七百二十名符合資格的工作者

參與，而毋須另編薪資。62 

而為什麼樂普成為五年家庭計劃主要推廣的避孕器呢？樂普(Lippes Loop)

是洛克裴勒基金會於 1962年委託美國醫師 Lippes所發明的新型子宮內避孕器

(IUD)，中文俗稱「子宮彎」。其優點是：一、樂普的避孕效果高達百分之九十七；

二、具有彈性、不需機械協助，即可順利安裝於子宮內而無痛苦；三、非金屬製

品，因此不會引起子宮發炎等副作用；四、安裝一次可用數年，不必天天處理，

亦不影響情趣，必要時取出的手續也不麻煩；五、婦產科醫師見習一次即可安裝，

故實行方便。63五年計劃的成果看來是相當成功的： 

 

表 4-1    1964-1969年家庭計劃工作的預期與實際成果 

年份/避孕方式 預期裝置樂普數 實際裝置樂普數 改用口服避孕藥 

1964 50,000 46,000 - 

1965 100,000 99,253 - 

1966 120,000 111,242 - 

1967 130,000 121,053 27,552 

1968 120,000 123,678 35,663 

1969 120,000 130,358 32,208 

 

    然而舒子寬卻對樂普的實施感到奇怪。洛克裴勒基金會之前亦曾找舒子寬合

作。舒子寬是這麼對他們派來的人說的： 

這個東西的好壞還不知道，我是預備做五百個先做試驗，可以追蹤看看對

婦女的身體有沒有壞處，哪曉得啊，他們給AID(美國開發總署)錢，跟每

                                                 
62 〈Family Planning and Health(2nd year)〉，《農復會檔案》，國史館藏，314.3974, 66-F-452。 
63 〈節流莫如節育〉，《中央日報》53.7.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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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衛生所聯繫一下，差不多全國都在推行了，光是給我們來報的個案就有

五千多個，可是我一問她們，這個東西有什麼缺點，就是裝進了女人的子

宮造成了大量的流血⋯當然推廣可以達到避孕的目的，可是婦女的健康就

損失了。64 

    於是她直接到美國去找洛克裴勒基金會的負責人 Johnny Rockefeller，向他說

明樂普的壞處及副作用： 

Johnny Rockefeller一進來就說：「我要來看看反對樂普的甘太太！」我

就說，我真希望看到你，你不能推廣⋯我就講了很多缺點，他說：「我不

知道！我就聽他們講這個推廣得很好很有效，想不到對婦女損害健康成這

樣子。」我告了他一狀以後那些底下的人氣死了。65 

儘管如此，1964年春天，她們也有派遣醫師至臺中婦幼衛生研究所實習安

裝樂普之技術，四月份開始辦理樂普之安裝，但至六月底僅安裝了八十個。66 

對於舒子寬來說，蔣夢麟、許世鉅等於是她的老長官，她不敢當面說老長官

的不是，但是她在報紙上對樂普批評，等於是間接的得罪了農復會。67於是，農

復會在開始推動五年計劃之後，中國家庭計劃協會的角色就被邊緣化了。她們仍

然拿得到錢，但必須轉而向婦幼衛生協會寫報告、請錢，等於成了其他執行機構

的下屬機構。 

在五年家庭計劃告一段落之後，中國家庭計劃協會依舊對樂普的推行有相當

多的意見： 

幾年來我們全省裝置樂普的工作可能由於求快的心太切結果反而給「欲速

則不達」的古語說中。我們可能高估了樂普而低估了人的因素。因為許多

希望避孕的婦女對避孕起碼應該具備的知識都沒有具備，要把避孕方法使

用得很好可能是不容易的。而且一種避孕方法即使適用於很多人，並不一

定就適用於某一些人，需要耐心地把許多方法加以試用和選擇，結果才能

得到一種使用者感到比較合適的方法。而「推銷」樂普的家庭計劃工作員

到一家的時間有限，也不知道以後什麼時候再來，如果婦女們使用樂普不

合式，也只有自己到醫師處掛號「看病」，所得的只是多一分失望而已。68 

                                                 
64 趙育農，〈舒子寬訪談記錄(一)〉，2004.1.13。 
65 趙育農，〈舒子寬訪談記錄(一)〉，2004.1.13。 
66 《農復會工作報告第十五期》，頁 92-93。 
67 郭文華，〈1950至 70年代臺灣家庭計劃：醫療政策與女性史面向的探討〉，163。 
68 中國家庭計劃協會，《為什麼要避孕》，台北：中國家庭計劃協會 (1969)，頁 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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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農復會並不只是針對中國家庭計劃協會，或者舒子寬個人。1966年九

月，中華民國婦幼衛生協會以農復會補助款購買治療樂普副作用的

Chloromycetin以及 Buscopan各一百九十七份，結果各衛生所紛紛提出他們需要

此類藥物的需求，而原列在預算中的採購治療樂普副作用的款項已無足夠餘額購

買，因此婦幼衛生協會去函農復會希望能夠再各訂五十份，但卻被農復會以「本

會協助貴會購置副作用治療用藥品款項均已撥交貴會，與第一批購置時間相隔僅

數月，希貴會按照原價格逕向各該藥房自行洽購。」為由打了回票。69 

許世鉅在大規模推動樂普前，告知舒子寬因為美國國內宗教團體對美國政府

施壓，農復會不能再繼續支持中國家庭計劃協會的節育計劃。失去農復會支持的

中國家庭計劃協會，則開始尋求其他單位的支持，繼續實行舒子寬心目中的「家

庭計劃」。 

 

 

 

 

 

 

 

 

 

 

 

 

 

 

                                                 
69 〈Family Planning and Health( 2nd year)〉，《農復會檔案》，國史館藏，314.3974, 66-F-452。 



一個女性經驗的家庭計畫：臺灣家庭計畫早期的發展(1954-1964) 
 

 7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