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記錄

編號 
3804 

狀態 NC090FJU00023009 

助教

查核  

索書

號  

學校

名稱 
輔仁大學 

系所

名稱 
大眾傳播學研究所 

舊系

所名

稱 
 

學號 488096031  

研究

生

(中) 

游任濱 

研究

生

(英) 

Yu, Jen-Ping 

論文

名稱

(中) 

現代巴別塔？－生命科技論述中的身體圖像及其倫理意涵 

論文

名稱

(英) 

Modern Babel ? ─ Body Image and Its Ethical Implication in Discourse 

其他

題名  

指導

教授

(中) 

林靜伶 

指導

教授

(英) 

Lin, Jing-Ling 

校內

全文

開放

日期 

不公開 



校外

全文

開放

日期 

不公開 

全文

不開

放理

由 

 

電子

全文

送交

國圖. 

同意 

國圖

全文

開放

日期. 

2002.09.10 

檔案

說明 
電子全文 

電子

全文 
01  

學位

類別 
碩士 

畢業

學年

度 

90 

出版

年  

語文

別 
中文 

關鍵

字

(中) 

生命科技 科學研究 語藝批評 身體 倫理意涵 權力 

關鍵

字

(英) 

Life Technology Science Studies Rhetorical Criticism Body Ethical Implication 

Power 

摘要

(中) 

近幾年來，台灣主流論述關注的現代生命科技為分析對象。經由相關理

論的整理，對主流報紙中的生命科技論述進行語藝分析。本研究意圖回

答；在台灣的脈絡下，生命科技如何為我們所感知，成為當代科技的主

流論述；在此同時，生命科技又帶來了什麼樣的文化與社會想像。 面對

這樣的研究問題，研究者從「科學研究」、「視語藝為認識論」的語藝



立場，再結合 Michel Foucault「知識／權力」的論述型構觀點。架構出

「科學─語藝─認識論」的研究進程，從生命科技相關論述，進行社會

現實中科學所可能展現權力的分析。以進一步思考生命科技當中的身體

圖像及倫理意涵。 分析後所看到的台灣生命科技論述，並非科學社群之

間的典範論辯，而是科學社群爭取資源的手段和權力競逐。對社會大眾

來說，論述一方面確立國家以生命科學為主流發展典範的正當性，一方

面則是在日常生活當中對人身體的規訓。 研究者認為，談論生命科技倫

理時，重要的是要去意識到各樣社會權力關係的作用。倫理的討論，應

該更具積極性與擴展性。因為現代生命科技不只是在倫理上的隱憂。更

是構築了一座以基因為名的巴別塔。在基因語言的統一之下，人類或許

將更健康，但可能就此屈從於單一決定論式的主體標準與形式。 本研究

最終目的在於揭示生命科技論述中蘊含的政治性。期望以這樣的批評為

起點，召喚另一種多元的主體形式。或許生命科技真的有其效果，但在

追尋成效的過程中，不論動機何等美善，如果其程序或對社會的影響是

一種災難和不義，我們都必須有抵擋誘惑和停止的勇氣。這也是本研究

所期許展現的關懷和貢獻。  

摘要

(英) 

This thesis is aimed at analyzing the issue of modern life technology valued much 

in the mainstream discourse in Taiwan. Through incorporating and discussing 

relevant theories, I undertake the rhetorical analysis of discourse of life technology 

presented in major newspapers in Taiwan. This study is intended to answer the 

following research questions: in the Taiwan context, how can we know life 

technology and how can it become the main discourse of contemporary technology? 

Also, meanwhile what are cultural and social impacts that life technology brings 

about? I integrate “Science studies”, “On viewing rhetoric as epistemic”, and 

discursive formation viewpoint of “Knowledge/Power” proposed by Michel 

Foucault to construct the research framework of “science — rhetoric - 

epistemic”. Then, based on that framework, I analyze the discourse of life 

technology, scrutinize the power that science may generate, which is embedded in 

the social reality, and finally go further to reflect the body image and ethical 

implication of life technology. The finding of analysis shows not the argument 

about paradigms between different science disciplines, instead, the purpose of 

constructing discourse of life technology in Taiwan as a mean to obtain the resource 

and to seize the power. In addition, discourse of life technology both helps the 

social public in Taiwan to understand the importance and legitimacy of developing 

life technology in this country and provides the epistemic presented in life 

technology for people to discipline body in their everyday life. I think when 

discussing the ethics of life technology, the utmost importance shall be drawn upon 

various functions of different social power relations in order to extend and deepen 

the discussion of ethics. Rethinking the result of analysis, I note that discourse of 

life technology not only indicates the ethical crisis but also in another way 

establishes Babel in the name of genes. Once the gene language is unified, human 

beings may be more healthy; however, very likely to surrender to the standard and 

form of subjectivity of one-dimensional determinism. Finally, the objective of this 

research is to disclose the political nature in discourse of life technology, which I 



hope to use as a starting point to call for another multi-dimensional of subjectivity 

to view human beings and society. I argue that perhaps life technology indeed leads 

to positive effects, but if the process of pursuing effective outcomes causes the 

disaster and injustice in society in spite of the legitimate motivation, we should 

have the courage to resist the temptation and to eliminate negative influences. This 

claim can be seen as the social concern and contribution that I expect this thesis to 

achie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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