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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孕科技、醫療化與性別政治：人工協助生殖技術在台灣對女性身體自主權的衝擊」

國科會專題計畫成果報告

計畫編號 NSC-88-2412-H-002-12

執行期限：87 年 8 月 1 日至 88 年 7 月 31 日

主持人：台灣大學社會學系助理教授吳嘉苓（clwu@ccms.ntu.edu.tw）

一、中英文摘要

人工協助生殖技術對生殖政治和性別政治的影響，是近年來醫療社會學與性別研究所熱切

關注的議題。這次國科會研究計畫，我們以醫學文獻資料的分析，醫院田野觀察，醫事人員與

不孕者的深度訪談等等，探究台灣人工協助生殖科技發展的性別邏輯，以及科技對於生育自主

權的衝擊。我們主要發現，在不孕診療的層面上，不孕科技發展對於打破「生殖=女性」的傳統

生殖意識，理念上的確有突破，但是實踐上卻複製、甚至強化舊有的性別邏輯。而在科技與人

的關係上，不孕的醫療化現象，以及科技使用者對於不孕科技的反思，極不同於醫界、媒體、

大眾文化等等對於「科技造福人類」的呈現。同時，科技的精進並沒有輕易地扭轉原有的社會

權力關係，反而是對於科技的運用，必須落實在原有的權力從屬脈絡來看；這在比較男女不孕

的差異經驗，尤其明顯。

關鍵字：人工協助生殖科技、不孕、女性主義、性別邏輯、醫療化

Abstract
Assisted reproductive technology has become the heated topic in medical sociology and

gender study.  With historical analysis of medical documents, participant observations in a
medical center, and in-depth interviews of medical personnel and the infertile, this research
project investigates the gender logic of the infertility technology development as well as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technology and human beings.  We find that the medical theories of the
infertility do help dispel the myth that only females are related with procreation.  However,
the infertility treatment still reinforces women’s roles in reproduction since it is the wives of
infertile husbands that have to go through all kinds of treatments.  For the relationships
between technology and human beings, we find that most interviewees emphasize how
infertility technology harms their health, in contrast with the public presentation of the
beneficial sides of assisted reproductive technology.  The sharp differences of social pressure
and body experiences between infertile males and females particularly demonstrate that the
impacts of technologies on social lives depend on the original power relationships.
Keywords: assisted reproductive technology, infertility, medicalization, gender, feminism

二、計畫源由與目的

本計畫主要想探討台灣人工協助生殖科技發展所蘊含的性別邏輯，以及對於男女身體自主

權的衝擊。這個調查從兩個面向開展。一方面探究台灣人工協助生殖科技生產與應用過程中的

社會特質，另一方面並檢驗生殖科技的出現可能帶動的生殖意識的改變。就科技發展與醫療措

施的層面，我們特別要問，台灣的不孕醫療，在一男權社會中是如何形塑的？有可能因為其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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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知識與科技本身所造成對生殖理念的改變，而撼動什麼性別邏輯嗎？我們以台灣醫療制度中

不孕檢查與不孕治療的發展軌跡，來試圖回答這些問題，作為理解生殖模式如何可能改變社會

的起步之一。同時，我們亦以對於不孕者的訪談來探究科技與人的關係：不孕科技的存在可能

如何改變人們對於不孕的概念？科技的使用是複製原有的性別邏輯，還是有其顛覆作用？人工

生殖科技的存在，有多大比例是增加了婦女的生育主控權，還是反而複製女性生殖的角色？男

性使用人工協助生殖科技的經驗又是如何？

這個計畫是台灣社會學界第一次針對人工協助生殖科技做較有系統的分析，除了希望更細

緻地瞭解人工協助生殖科技在台灣運作的社會特質，並期待能在醫療社會學與女性主義理論的

概念層次上，有些突破。過去台灣有關不孕科技的研究，多集中於醫護人員對於醫院求診者的

調查，鮮少在調查中對不孕「醫療化」現象提出挑戰，也就未能針對這個重要的醫療社會學概

念做反省與討論。過去的本土研究也十分欠缺性別面相的差異經驗；男性不孕研究的缺乏，不

但可能複製不孕僅限女人的刻板印象，也對於不孕科技所影響的性別邏輯，缺少關懷。少數提

及夫婦（而非婦女單方面方面）的實證研究，則較缺乏性別面向的理論回應。本土女性主義者

在生殖科技上卻多為概念式的討論，又缺乏實證經驗的對照與驗證。同時，目前台灣本土相關

經驗研究較欠缺生命史的研究，也就是多停留在求診經驗，對於先前如何發現不孕、如何判別

不孕、自我如何定義不孕、曾採取如何因應措施等等，較少為研究重點。最重要的是，目前文

獻多集中在上醫院求診者，對於選擇性不應用生殖科技的社群，就毫無所悉，也因此難以呈現

對不孕科技的其他可能看法。也就是說，過去所研究的不孕者為一偏頗（biased）的樣本，除了

過於偏重女性的調查外，也忽略了未利用生殖科技（或只檢查但未接受治療）的男女。這兩項

的不足都可能造成相關文獻討論時對醫療化與性別這兩個概念的盲點。我們期待能在這次的國

科會研究中，一方面豐富現有的經驗研究，另一方面也開拓探討此現象的理論探索。

三、結果與討論

這個計畫的研究成果主要分為兩方面，一方面是從科技發展與醫療體系的層面，還探究台

灣人工協助生殖科技生產與應用過程中的社會特質，以及相關的性別政治。另一方面是從不孕

者的相關經驗，來討論科技與不孕身份的關係。

A. 生殖科技挑戰母職意涵？對於台灣不孕醫療發展的探討1

我們對於醫療科技與醫療制度的探討這部份，資料來源包括醫學期刊、家庭計畫研究所文

獻、通俗醫療文獻，以及醫事人員的訪談。其中醫事人員的訪談，包括婦產科醫師、技術員、

護理人員、諮詢員等，一共有八人。分析的策略，主要在於考察台灣不孕科技在檢查與治療兩

方面的歷史變遷。對應的理論文獻則從為 Firestone（1970）, O’Brien（1981）, 與 Gimenez（1991）

等所著眼的再生產（reproduction）政治全貌 -- 生殖科技如何促成新的生殖模式，進而產生了

新的認同，以及新形式的意識型態，衝擊了社會視為理所當然的母職意涵。

我們發現，在不孕檢查方面，台灣在 1950 年代台大醫院婦產科即開始設立不孕門診，當時

的檢查多為女先男後，醫界僅止於「男性對於不孕亦有責任」的提醒。隨著男性不孕的比例逐

                                                
1 這部份的研究成果已發表於：吳嘉苓，1999，「生殖科技挑戰母職意涵？以台灣不孕醫療發展為例」，發
表於跨世紀的台灣社會與社會學學術研討會，台北：東吳大學，1 月 1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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漸被確定，70 年代榮總的崔玖醫師也提出突破性的「男女同步」的論調。90 年代對於檢查流程，

更有「男先女後」的呼聲，這一方面是著眼於「男先女後」實際上為最有效率的檢查方式，另

一方面可能也與泌尿科逐漸涉入不孕科技有關。就醫界提出理想的不孕檢查流程來看，的確有

打破生殖僅攸關女人的刻板印象，拉近男性與不孕的距離。然而，在實際操作上，醫療制度設

計並未積極將此理念落實，科學發現對於突破社會對於「男性遠生殖」的生殖意識，成效有限。

這使得目前實際不孕檢查仍以女性為主，男性為附。

相較於不孕檢查尚逐漸有破除「生殖=女性」的面相，不孕治療的發展卻越加將女體視為

不孕治療的主體。特別是在男性不孕方面，隨著不孕治療技術的精進，對於女體的侵入反而更

深化。早年人工受精開始發展即有如此傾向，當時承受的可能是注射器插入所帶來的副作用，

而隨著體外受精的技術越加突破，生殖機能健康的女體，反而因為男方不孕，遭受包括吃藥、

取卵、植入等等更具侵入性的醫療措施。不孕治療到目前為止，不但見不到什麼顛覆效果，反

而由於「男性不孕，治療女性」的不孕醫療模式，強化了女體與生殖的關連性。社會對於現有

「男性不孕、治療女性」不孕治療方式，卻仍缺乏反省。

這部分研究在理論上，我們追隨過去一些女性主義者所提出的再生產概念，以生殖面向為

重心，想要探求生殖科技如何促成新的生殖模式，進而產生了新的認同，以及新形式的意識型

態，是否可能衝擊了社會視為理所當然的母職意涵。台灣的不孕檢查與不孕治療發展，呈現了

一個弔詭的現象。對於不孕科技發展打破「生殖=女性」的傳統生殖意識，理念上的確有突破，

實踐上卻複製、甚至強化舊有的性別邏輯。目前在不孕科技與不孕診療制度的層面上，對於現

有性別邏輯，改造的有限。

B. 不孕科技使用者的性別邏輯，與其面臨的社會關係

在這部份我們所關心的不孕科技在影響社會關係的層面上，我們主要以不孕者的深度訪談

為主，並在一所醫學中心婦產科門診的田野觀察進行了五次的參與觀察。接受深度訪談的對象

一共有 26 人，其中異性戀者皆為已婚，共 19 人（3 位男性），都有不同程度的不孕診療經驗，

而同性戀者共 9 人（4 位男性）。

使用者對於不孕診療對身體侵入性程度的批評，是我們訪談首要的發現。目前在新聞報導、

連續劇、大眾健康書籍的呈現，常常將不孕求診窄化成以下一幅畫面：不孕夫婦對身體的缺憾

至感遺憾，不顧一切求診以滿足其對生殖的渴望，及對有親生子女的渴望。一些由醫界所做的

研究，資料結果顯示求診婦女肯定不孕科技，並致力與醫療人員配合，但由於此類研究樣本為

正在求診的婦女，其實不能概括所有不孕者對生殖科技的態度。我們的訪談就屢屢看到完全不

同的不孕診療經驗。受訪不孕夫婦所描述的不孕診療，過程繁瑣，且對於身體傷害甚大。許多

人歷經每日量體溫、每日抽血以預測排卵時間、服用或注射助孕藥物、漲膀胱以照超音波、麻

醉後上手術台，醫師以陰道超音波或腹腔鏡取卵、等待驗孕結果等等繁複程序。歷經三、四次

此種循環的為眾數，超過十次以上的也有三人。相較於不孕科技造福人群的光明面，受訪者呈

現的更多的是對於醫療侵入性對身體的傷害（虛弱、蒼白、身體變差、噁心、急速變胖等等，

都是受訪者常描述的身體經驗），以及對於醫療體系下忽略隱私權的不滿。在體認不孕診療的傷

害性，超過一半的受訪者都在經歷三次左右的人工協助生殖科技（如人工受精、試管嬰兒）之

後，退出西醫醫療體系，算是對於侵入性醫療的一種抵抗（resistance）。有的接受無子狀態，有

的轉而領養。我們雖然只訪問到兩位在 1970 年代因不孕而求診的婦女，但是相較之下，在科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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較簡略的年代，因為不孕所能採用的醫療措施也較少。比較起來，1990 年代求診的不孕夫婦，

常面臨「科技存在，不試不行」的壓力。不孕科技的蓬勃發展的確也給科技帶來一些使用上的

壓迫性。也因此，不孕的醫療化趨向普遍及深化。

男女對於不孕所承受的壓力也明顯不同。就醫療層面上，即使男性不孕（如無精蟲），要歷

經種種繁複的不孕診療也是女性。即使是男性參與檢查，也常未必親自出面，由女方在家取得

精液，送至醫療院所檢查。對於「原因不明」的情況，女方往往發現無法跟老一輩的家人解釋。

在「生殖＝女性」的刻板印象下，原因不明其實就等於女性不孕；而臨床統計上原因不明約佔

二至三成。最成強烈對比的是，不孕女性與不孕男性處理不孕狀況的差異性。三個男性不孕的

例子中（其中一個例子是由不孕男性的妻子受訪），有兩個不孕狀況都達到全面保密的地步。幾

乎是除了該男性的妻子、醫事人員以外，就只有作研究的我們得知其有不孕狀況。其中一名不

孕男性的妻子，甚至在丈夫的要求下，仍然扛起不孕的責任，飽受夫家奚落。而其他不孕女性

（以及不孕原因不明的女性），則其不孕狀況都明顯公諸於世，很快需要承受來自家族與社會的

壓力。我們並不否認男性面對自己不孕可能有的心理傷害，但是他可以藉由在社會中的優勢位

置，隱藏其不孕事實，因而免於來自公眾的壓力。我們也沒有看到女性因為男性不孕而對生殖

的「責任」感到放鬆。不但是因為男性不孕仍要治療女性，更因為男性不孕的隱而不彰仍將生

育責任歸屬轉嫁在女方身上。相較於許多不孕女性所面臨的退婚壓力，我們尚未發現任何因為

男性不孕而休夫的例子。夫妻的權力關係似乎並沒有因為男性不孕而遭到逆轉。社會對於男性

不孕的接受度仍較醫學上的發現來得遲緩，顯示所謂客觀中立的醫學事實如何被解讀與運用，

仍要回歸到原有男權社會的脈絡。

從女性因為不孕所遭受的壓力，更可以看到婚姻的「本質」，還包括生殖的義務。而不孕治

療不只要求要能生，還包括要「生男」。我們訪問的技術員與醫師估計，有五到七成的不孕求診

者要求做精蟲分離術，希望一舉得男。沒有要求精蟲分離術而生下女兒的受訪者，也得到家族

的譴責。對於堅持傳宗接代的其他人，生殖科技的利用就不只為了求子，而是為了求個男孩子。

受訪者普遍感受女性難為，但是這個感嘆顯然不是靠「包生」甚至「包生男」的科技突破，而

是靠社會不斷反省「女人＝生殖」與「重男輕女」等性別迷思。

對於同志進行有關不孕科技的訪談，是這個研究進行一半所進行反思的結果。為了解決異

性戀不孕「問題」，社會可以在倫理上作包括像是代理孕母制度、兄弟姊妹捐精捐卵等如此大的

「讓步」。但是，這種寬鬆的標準，只適用於異性戀一夫一妻上。對於亦有生殖欲望的同志伴侶，

或是非婚者，這些發展迅速的不孕科技、寬鬆的倫理標準，都不能因此來成就他/她們的生殖欲

望。不孕科技若如宣稱的是造福人類、增加人類的生育選擇權，從現行的法規制度和社會資源

的分配來看，科技的好處是刻意排擠了某些社群。對性取向及婚姻狀態的差別待遇，更顯示現

行不孕科技，及相關法律制度，是對異性戀婚姻制度的自肥方案。而我們所訪談的同志，有的

因為其性取向，因此否定生殖的可能性，但是也有反向操作，因為其對生殖的渴望，甚至「比

較晚」才接受自己同志的身份。這是鮮少遭到討論的性取向與生殖慾望之間的互動關係。同時，

受訪同志對於是否為兩者的結晶有一個意見上的光譜。有對於借精、借卵不覺介意的，也有堅

持要科技能使兩枚卵子能造人的技術突破後，才覺得採用人工協助生殖有意義。然而，鑑於制

度上的限制，渴望家中成員有小孩的同志，多半覺得領養較為可行。同時，相較於異性戀社會

仍存有的養兒防老的想法（這也是異性戀不孕者最常被提醒的無子憂患），同志多亦朝早點準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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養老，或是多位朋友共同度過老年生活的打算。女同志也許因為家庭資源的分配（如父母遺產）

更行匱乏，未來組成同志社區度老的構想也更為強烈。

這部份研究彰顯了不孕的醫療化現象，以及科技使用者對於不孕科技的反思，極不同於醫

界、媒體、大眾文化等等對於「科技造福人類」的呈現。同時，科技的精進並沒有輕易地扭轉

原有的社會權力關係，反而是對於科技的運用，必須落實在原有的權力從屬脈絡來看；這在比

較男女不孕的差異經驗，特別明顯。而精蟲分離術的過度使用，再度彰顯「父系社會傳宗接代」

的重要性更重於「產生血親子女」。而同志社群已對人工協助生殖科技有多面的想法，這應也是

台灣第一次做這個面向做初步的探索。

四、計畫成果自評

這次研究成果非常的豐碩。不但對於台灣不孕科技發展以及科技與人關係這兩個層次上，

有著豐富的經驗研就成果，我們也相信在對於一些女性主義理論、醫療社會學的概念上，都可

以從與經驗研究成果的辯證中，得到充分的討論。也是因為這一年的研究，我們發現，必須做

更仔細的歷史調查，才能對於科技與人互動關係的轉變，有更清楚的描述。這次我們只訪問到

兩位「老年」不孕者，在下一年的國科會計畫申請，我們會在這方面做一補充。此外，這次研

究的受訪者，除了兩位以外，皆為都會中產階級，也應該在未來的研究中，特意去補強中下階

級面對不孕的狀況。最後，這次研究的最困難度，在於不孕男性的訪談難尋。一方面，不孕男

性如我們就有限的樣本所發現的，似乎不容易把自己的不孕狀況公諸於世，因此我們也難發現

適合訪談的對象。然而，研究不孕男性卻對於不孕科技所蘊含的性別政治有著莫大的「啟發」，

因此在未來延續的研究，我們也會在這部份繼續努力。

五、參考文獻

Firestone, Shulamith.  1970.  The Dialectic of Sex: The Case for Feminist Revolution.  New York:

Bantam.

Gimenez, Martha E.  1991.  “The Mode of Reproduction in Transition: A Marxist-Feminist 

Analysis of the Effects of Reproductive Technologies.”  Gender and Society 5(3): 334-350.

O’Brien, Mary  1981.  The Politics of Reproduction.  Boston, MA: Routledge & Kegan Paul.


	page1
	page2
	page3
	page4
	page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