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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中) 

本研究以代理孕母合法化爭議作為研究對象，並將代理孕母的公共論述

定位為政策論辯行為，結合 Perelman 對於「價值判斷如何形成」的研究

經驗，作為方法論的基礎，報紙讀者投書是主要的分析文本，而探究社

會大眾如何論辯與女性相關的價值問題及其展現的象徵意涵，則是進行

語藝批評的目的。 本研究從關切女性的權益出發，嘗試探討的問題是：

代理孕母合法化在「母職」、「女性身體」、「人工生殖政策」三個議

題焦點上，涉及了哪些價值的衝突與選擇？言者在論辯過程中使用何種

語藝策略來調解這些價值衝突，並正當化其價值選擇？又，不同的論述

觀點反映出何種價值觀與世界觀？研究的貢獻除了深入探討代理孕母在



台灣所產生的特殊性與矛盾性之外，也期望為往後類似的價值爭議，提

供一個不同的觀察向度。 研究結果發現，基於哲學立場、論辯目的、或

論辯情境的不同，言者的論辯呈現出多樣的型態，透過界定、含括、排

除、以及意涵探討等正當化策略進行論辯。大致上，反對的言者傾向以

普遍接受的價值判準來理解與界定代理孕母，人倫、身體的社會意涵是

主要納入的考量範疇；贊成者則訴求公平、正義等價值，凸顯女性個人

的渴望與權利，對過去的理性判準提出了質疑與挑戰。論述中呈現出

「女性幫助女性」與「男性壓迫女性」兩個對立的世界觀，互助的世界

觀強調人的自主性，比較容易獲得特定聽眾的認同；壓迫的世界觀則著

重在社會機制的討論，對於普遍聽眾比較有效。整體來說，政策論辯使

言者─聽者對爭議有更為整體的理解與溝通，無論對社會認知或政策制

訂皆有其正面助益，因此政策論辯的意義是值得肯定的。  

摘要

(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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