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部份 — 背景資料 
《申報》簡介︰  
 
《申報》，原名《申江新報》，取名自上海申江(黃埔江)。於 1871 年由英國

商人(Ernest Major)與其友人一同創立。1872 年 4 月 30 日正式印刊。《申報》於

刊行初期，日售只有 600 份，銷售範圍局限於上海市內。到了 1877 年，《申報》

每日銷量已提升至近 9000 份，整個江南地區，包括城市及鄉鎮，《申報》成為

了新聞紙的代名詞。 
 

1907 年後，《申報》改由中國人席子佩主辦，議論以支持晚清改革居多。1912
年民國成立後，《申報》轉向支持孫中山，屢屢評擊袁世凱攬權及稱帝的主張。

1919 年五四運動中，《申報》與其他報章一同發表拒絕刊登日貨廣告的聲名。

民國初期的《申報》，支持民主自由與民族思想，並包容支持馬克思主義的知識

份子。1934 年，《申報》主辦人史量才言論觸怒國民政府，被蔣介石的特務暗

殺，但依然堅持自由方針。抗日期間，《申報》被日軍控制，多番停辦。直至

1945 年復刊，《申報》已為國民黨控制。1949 年 5 月，共產黨進佔上海，《申

報》正式停刊。 
 
《申報》初期雖為英國人擁有，但由中國讀書人(秀才)主筆。因而在文字風格

上，更貼近當時中國人口味，時有為中國人抱不平之評論。由於《申報》是商業

性質的報紙，以盈利為目標，因此在報章內容亦包羅萬有，以增加銷量。除刊登

新聞消息以外，《申報》亦不乏朝廷奏議、司法議論、西方新聞選譯、文藝作品、

巷閭趣談和廣告等。《申報》曾刊登哄動一時的「楊乃武與小白菜」一案消息，

揭露審訊過程，讓民間輿論起監督官府的作用，亦間接促成此冤案平反。為了加

快消息流通，《申報》亦派員採訪，並以電報發回各地新聞，開新聞傳播之先。

1911 年，《申報》創立「自由談」副刊，專刊讀者及作家的文藝詩詞，後來亦

刊登批評時弊、反映現實的文章。1930 年代「自由談」的開放風氣更觸發國民

政府的壓制，最終引發暗殺事件。 
 
《申報》自晚清起，以商業報章於上海起家；民國以後，堅持自由、開放方針，

成為全國報業一時之翹楚。《申報》的發展，既體現時代改變，亦開創近代新聞

傳播的先河。 
 
 
參考資料︰ 
陳玉申︰《晚清報業史》。山東︰山東畫報出社，2003 年。 
宋軍︰《申報的興衰》。上海︰上海社會科學出版社，1996 年。 
 



第二部份 — 資料分析︰《申報》刊醫藥廣告四則 
 
學生的資料︰ 

資料 1 
 
資料來源：左圖是來自 1916 年(民國五年)1 月

3 日申報的一篇廣告，售賣一種名為「婦女養

生寶」的藥物，標題為「女界秘鑰出現，二萬

萬女同胞注意，婦女養生寶」 
 
內文：「世界女子痰病較男子為多，推其原因

不外二種：一累於醫療之因循；一患於暗痰之

忌諱，往往輕微小恙底於危重。加以閏門憂

鬱，積月經年，馴致肝木生和，氣逆經亂，百

病叢生，甚且胎產為難或終身疾若，百藥無

效。平時不講養生之法，危及寶貴之生命，亦

可憐矣。刺藥房有鑑於此，特聘中西醫學專

家，幾經研究，煞費苦心，精製一種最合婦女

體質治療陰虛血虧，最有經騐之藥名。善能榮

養肝經腎經，俾世界女子脫離若海，長登壽

域。得此良藥，如獲至寶，洵為女界長城，主

治效能如左鬱忿傷肝、腹脹、氣喘、嘔惡、腰

腿酸軟、骨蒸潮熱、面無血氣、血瘀、血枯、

經閉、經痛或一月數至或數月一潮點滴不止，

等若不早治，不獨受孕為難，而且色及生命，

急服此寶，定可尅期奏效，兼治胎前產後諸症

消瘀生新，壯健子宮。常服食量加增軀體健

全，精神活潑，面容豐潤。無孕為調經療病之

聖藥，有孕為安胎保產之良方。此寶一出，世

界女子可免無數沈痾，稱為女界秘鑰。誠為虛

語，閏閣嬋娟幸勿輕視。」 

 

產品對象  

功能  

藥物賣點  

 

廣告中針對女性的

關鍵字眼 
 



 
資料 2 
 
資料來源：申報在 1916 年(民國五

年)3 月 9 日的廣告，售賣一種名為

種將湯的藥物，標題是「婦女良藥」

種將湯。 
 
重點：「世之憾事，莫過於婦女望子

不得，千方百計終屬不能結合胎珠，

是痼疾之深，用藥不良，有以至之也

種。種將湯一藥經中西醫藥，大家悉

心考究，訂定良方，純用本國藥材製

造而成，其功用專門療治婦女新舊各

疾，神速異常，望子情殷者速服此湯

無不藥到種生，茲將療治各症。」 
 
 

產品對象  

功能  

藥物賣點  

 

廣告中針對

女性的關鍵

字眼 

 



資料 3 
 
資料來源：這是來自申報 1916 年(民國五年)3 月 25 日的一份廣告，宣傳一種秘

製保腎丸。 
 
內文：「背痛、心悸、節骱痛、四肢浮腫、小便諸疾、腎虛，不及早醫治，勢必

百病叢生矣。婦女職守家務，日有所事，設或粗務過度，動作逾分，皆足以致背

痛者，腎虛，天然之朕兆也。置之不理，不但身體鮮有康寗之日，更且他病踵至，

如經庠頭痛，肢痛、骨節痛、踝腳脹眼、眶腫水節骱僵硬、風濕癱瘓、膀胱發

炎、小便渣滓，種種疾病起矣。兜安氏秘製保腎丸為腎虛所致，各病之專藥效能，

排除體內尿酸污毒，改良血液，壯旺腎力，無論男婦老少咸可服用。性既和平，

味復甘香洵，腎虛之聖品，衝生之至寶也。」 
 

產品對象  

功能  

藥物賣點  

廣告中針對女性的關

鍵字眼 
 

 



 
資料 4 
 
廣告來源：這是一篇來自申報 1916 年(民國五年)4 月 15 日的一份廣告，售賣一

種名為「婦女養生寶」的藥物，標題為「趕快調養寶貴身體」。 
 
內容：「婦女身體，較諸男子，更宜寶貴，苟不強健，生子必弱，人種既弱，

國曷以強，故欲強國，必先強民。民曷以強，首強婦女。顧念我國，俗尚輕女，

女子體弱，為各國冠。若不調養，諸病百出，秘製此丸，調經養血，除鬱祛病，

種種功效，筆難盡述，試服一二，方信靈捷。」 

產品對象  
 

功能  
 

藥物賣點  
 

廣告中針對女性

的關鍵字眼 
 
 

 
 
 
 



節錄語譯，可派予學生。 
資料 1： 
節錄語譯： 
「閏門憂鬱，積月經年，馴致肝木生和，氣逆經亂，百病叢生，甚且胎產為難或

終身疾若，百藥無效。」 

譯文：婦女長期在閏房中容易患有憂鬱，經過長年累月，對肝臟產生不良影響，

血氣運行不順，經脈逆亂，百病叢生，甚至會造成小產或終身疾苦，任何藥物都

無法醫治。 

 
「無孕為調經療病之聖藥，有孕為安胎保產之良方。」 

譯文：沒有身孕的婦女可以用來調理月經，醫療疾病，懷有身孕的婦女亦可將養

生寶作為安胎的良藥。 

 
資料 2： 
1. 「世之憾事，莫過於婦女望子不得，千方百計終屬不能結合胎珠」 
語譯：世界上最令人感到遺憾的事情，莫過於婦女渴望生兒，卻無法達成，千方

百計用盡，始終未能生下兒女。 
 
2. 「望子情殷者速服此湯無不藥到種生」 
語譯：渴望生子的婦女，速服此藥，無一不能達成願望。 
 
資料 3： 
「婦女職守家務，日有所事，設或粗務過度，動作逾分，皆足以致背痛者，腎虛，

天然之朕兆也。」 
語譯：婦女的職責在於處理家務，每日都要工作，有時粗務過度，動作過份激烈，

都足以引致腰背疼痛，腎臟虛弱，乃理所當然。 
 
資料 4: 
「婦女身體，較諸男子，更宜寶貴，苟不強健，生子必弱，人種既弱，國曷以強，

故欲強國，必先強民。民曷以強，首強婦女。 
譯文：婦女的身體，比起男性，更應該珍惜。假若女子身體不夠強健，生下來的

兒子必弱。若然婦女生下來的兒子弱小，國家便難以變強。因此若要令國家強大，

必先令人民強起來；而要令人民強起來，必先要令婦女強壯起來。 
 
 
 
 



第三部份 — 資料綜合與比較 
 婦女養生寶 種將湯 秘製保腎丸 
產品對象    
功能    
藥物賣點    
廣告中針對女性

的關鍵字眼 
   

以上四份廣告反映了(1)女性在社會的角色及(2)社會地位如何？(3)如何反映

社會地位的改變(有沒有甚麼關鍵字眼)？(4)如無，為何不能反映(有甚麼局限

性)？) 
 

資料一： 
(1)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2)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3)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4)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資料二： 
(1)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2)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3)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4)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資料三： 
(1)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2)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3)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4)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資料四： 
(1)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2)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3)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4)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綜合討論： 
1. 綜合以上四篇廣告，民國初年婦女的社會地位是怎樣的？ 
 
 
 
 
 
 
 
 
 
 
2. 根據以上資料及就你所知，甚麼因素改變了她們的社會地位？ 
 
 
 
 
 
 
 
 
 
 
 
3. [個人評論題]你認為民國初期，社會對婦女的期待合理嗎？ 
 
 
 
 
 



延伸閱讀： 
 
「公」與 「私」領域問題的探討，是史學界近年來的熱門話題，這直接涉及的

是權勢（公）與個人（私）的緊張關係。傳統社會內外有別，公私分途，權勢可

以包含以男性為主體的宗族家庭和社會，也可以包括黨、國等政治勢力的介入；

女性的「個人」則屬以家庭為中心出發的私生活、情欲活動等。傳統中國男性父

權當道，女性成為附屬地位，社會角色的實質、名份俱不彰顯，清末民初平等觀

念與女權運動興起，女性走出家庭，逐步走入公領域之際，立刻又引來「公」「私」

之間的糾葛。 

資料節錄自呂芳上:〈婦女與國家〉 

 
公私領域分界起源於西方政治哲學中的自由主義傳統。它是兩個對立共存的領

域。它是兩個對立共存的領域。在譚兢常、信春鷹主編的《英漢婦女與法律詞彙

釋義》（中國對外翻譯出版公司）中，公共領域“通常指政治、文化或市民社會

的領域＂，而私人範疇則“指家庭和家 庭生活＂，“工作場所、法律、經濟、

政治、知識以及文化等具有權力和權威性的生活層面被視為男性當然的領域，而

家庭、爐灶邊和孩子等私人領域被認為是最適於 “婦女的領域＂（中國對外翻

譯出版公司，1995 年，P247）。

資料節錄自北歐·中國性別與政治國際研討會綜述: 

〈公共與私人領域政治的再探討〉 

 
1. 根據以上兩篇短文，能解釋報章廣告中所反映的女性地位嗎？為甚麼？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2. [個人評論題]就以上所得資料(包括廣告分析)，加上個人識見，試提出改善婦

女地位的可行方法。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教師資料如下： 
 
資料 1： 
節錄語譯： 
「閏門憂鬱，積月經年，馴致肝木生和，氣逆經亂，百病叢生，甚且胎產為難或

終身疾若，百藥無效。」 

譯文：婦女長期在閏房中容易患有憂鬱，經過長年累月，對肝臟產生不良影響，

血氣運行不順，經脈逆亂，百病叢生，甚至會造成小產或終身疾苦，任何藥物都

無法醫治。 

 
「無孕為調經療病之聖藥，有孕為安胎保產之良方。」 

譯文：沒有身孕的婦女可以用來調理月經，醫療疾病，懷有身孕的婦女亦可將養

生寶作為安胎的良藥。 

 

資料 1是在申報刊登的藥物廣告，廣告內文某些字眼描述了當時婦女的社會生活

和社會功能。例如「閏門憂鬱」反映了民國時期的婦女自由度有限，有多時閏門

生活憂鬱，帶來疾病。此外，這類針對婦女的藥物廣告，經常將婦女養生與生育

問題混為一談，藥物除可醫治疾病，更可確保生育，可見當時社會對於婦女作為

生育工具的態度。 

 

資料 2： 
1. 「世之憾事，莫過於婦女望子不得，千方百計終屬不能結合胎珠」 
語譯：世界上最令人感到遺憾的事情，莫過於婦女渴望生兒，卻無法達成，千方

百計用盡，始終未能生下兒女。 
 
2. 「望子情殷者速服此湯無不藥到種生」 
語譯：渴望生子的婦女，速服此藥，無一不能達成願望。 
 
資料 2是另一篇在申報刊登的藥物廣告，以幫助女性生育為賣點。它在開頭即指

出「世之憾事，莫過於婦女望子不得」，反映了民國初期社會對婦女的期望，亦

是婦女自身最大的渴望—生子。這類型廣告都顯示出女性的社會角色以生育者為

主，經濟生產反為次要。 
 
資料 3： 
「婦女職守家務，日有所事，設或粗務過度，動作逾分，皆足以致背痛者，腎虛，

天然之朕兆也。」 
語譯：婦女的職責在於處理家務，每日都要工作，有時粗務過度，動作過份激烈，

都足以引致腰背疼痛，腎臟虛弱，乃理所當然。 
 
資料 3 是一篇治療外患的藥物，它雖然明言「男婦老少咸可服用」，可是藥物明

顯地以婦女在家庭中勞動引致的病痛作為賣點，而廣告中亦以一個女人作為主

角。這反映了當時婦女普遍都是在家庭工作，女主內的觀念不言而喻。其次治療



外患的藥物依然可以與「專治胎氣不安」拉上關係，證明了當時婦女懷孕的情況

非常普及，而且是婦女重要的職責。 
 
資料 4: 
「婦女身體，較諸男子，更宜寶貴，苟不強健，生子必弱，人種既弱，國曷以強，

故欲強國，必先強民。民曷以強，首強婦女。 
譯文：婦女的身體，比起男性，更應該珍惜。假若女子身體不夠強健，生下來的

兒子必弱。若然婦女生下來的兒子弱小，國家便難以變強。因此若要令國家強大，

必先令人民強起來；而要令人民強起來，必先要令婦女強壯起來。 
 
資料 4 是申報另一篇養生保的廣告，但與資料 1 的內容可說完全不同。在資料 4
中，養生保指出了它能夠令婦女強身，強身的原因不是為了婦女本身的健康著著

想，而是因為婦女主宰著國家的強弱。國家的強弱是依賴婦女產下來的兒子，可

見婦女變成了民族主義下的工具，進而反映了女性的社會地位偏低，而且很大程

度上是生育的工具。 
 
教師指引： 
教師在派發資料給學生之前，可先詢問幾個問題： 
1. 學生有沒有注意日常報紙的廣告，通常廣告有甚麼特色？例如圖像設計，展

示賣點，吸引注意的手法。 
2. 廣告背後有沒有性別意涵？例如某些產品是專門針對一種性別。 
之後教師可派發四份給予不同的學生/組別，要他們留意幾個方面： 
1. 標題 
2. 廣告賣點 
3. 產品功能 
教師可從三個層次引導學生學習，第一步是觀察，讓學生找出文章一些有助反映

女性角色和地位的關鍵字眼。第二步是描述，讓學生在掌握廣告的性別意涵後，

再表達他們對報章的看法。第三步是比較，綜合多份廣告後，讓學生比較廣告與

廣告之間對於了解性別議題的用處及局限的地方，再歸納出當時婦女的社會角色

與地位，從而對婦女的歷史有了基本的認識。 
 
在詢問這些問題的時候，要讓學生找到答案的根據，從資料那一部份能得到答

案。此外，每份廣告都各有不同的內容與特色，提供了一定的資料給予學生，讓

他們了解民國時期婦女的生活的其中一個面貌。同樣地，每份資料都會有局限的

地方，未能完全顯示當時婦女的社會地位與社會角色。 

 

參考網站： 
婦女史論文 
http://www.sinica.edu.tw/~women/magazine03.ht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