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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療是一件複雜的工作，因此依寮專業人
員不但要擁有專精的醫療知能，更需具有
洞悉能力來察覺當前社會文化背景，與其
急遽變化的性別意義內涵和其互動之間的
因果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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唯有如此醫療專業人員才能客觀及完整的了
解，精確的分析並有問題的本質，適當的
發揮專業的醫療知能，進而達成醫療既定
的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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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著時代急遽的變遷，家庭與社會結構的
改變，性別議題的討論蔚為風潮；醫療歷
程中男/女是否感受到公平合理的待遇？當
今醫療環境是否是一個性別友善的醫療空
間？何謂醫療性騷擾？如何免除醫療性騷
擾的發生，再再都是醫療專業人員應知覺
的時代議題，在此講演中，主講人將剖析
醫療歷程中的性別偏見，進而討論建構友
善的醫療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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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社會學家Talcott Parsons 所提，生病
時是一個「違常」狀態，無法行使正常社
會功能，履行社會責任，因此醫療促使人
從「違常」回復到「正常」，醫療是一種
社會控制的制度，確保異常的病體能回復
正常的運作，以便行使人的社會功能。這
裡所謂的「社會控制」，指的是藉由一些
方法與策略來規範行為，促使人服膺社會
常模與主流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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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從衝突論的觀點，對最根本的正常/
異常是如何定義出來的，予以質疑。醫療
中所謂正常/異常、常態/病態，可能是被
建構、被創造出來的分類。這裡，醫療仍
被視為一種社會控制的制度，控制的方向
則符合掌權者的利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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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學不只是治病療傷，更檢討與反應醫療
制度中的權力關係，以及父權社會文化中
的刻板印象（性別、種族、性取向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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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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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60年代末期興起的女性主義有著遼闊的
社會視野和歷史觀點，將性別壓迫置於生
物本源和社會建構雙重系統中，承繼左翼
思潮質疑社會不平等體制的同時，性別意
識所帶來生物本能方面的質疑，使得女性
主義運動面對更為困難的挑戰，也對所有
存在世上的不平等和剝削，如種族歧視、
階級仇恨、年齡和資歷的歧視、惡性競爭、
生態的災難、和經濟的剝削等等，有著更
為全面的體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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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了對社會一般現象的反思，女性主義者
反思身體自主的情感結構，進而成為詮釋
科技發展的基石。尋求女性身體自親情的
依戀何親生的束縛中解放，成了女性主義
在父權資本主義體制壓迫下因應而生的另
類情感結構。於是異化(alienation)的概
念成為扣連女性的身體意象，成就由心理、
生理醫療化、到社會層次的反省和質疑的
基礎。性別化的女性身體意象，成為女性
主義運動批判的情感結構重要內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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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別主流化與醫療性別主流化與醫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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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別主流化」是一種推動一個社會達到性
別平等的全球性策略之一。「性別主流化」
係指，所有政府的政策與計畫要具有性別
觀點，並在作成決策之前，對於該政策對
於女性和男性的影響分別進行分析研究。
政府在規劃國家的各項政策時，應該全盤
地從性別的觀點去思考，重新檢驗既有的
政策是否符合性別平等的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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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別主流化性別主流化的策略希望達到下面三種目標的策略希望達到下面三種目標

1.不同性別者（男性、女性或中性者）應該

享有平等的權利，

2.不同性別者都應該可以成為改變的行動者

與受益者，

3.給予不同性別者擁有更多選擇的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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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別主流化之下婦女健康與醫療性別主流化之下婦女健康與醫療

1.制定具性別意識之健康政策，建立有性別
意識的醫療倫理與醫學教育。

2.強化性教育，提昇女性身體及性自主權，
避免性病及非自主之懷孕。

3.健康決策機制中應考量性別的平衡性。

4.落實對婦女友善的醫療環境，並充分尊重
女性的就醫權益及其自主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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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全民健康保險制度之決策及資源分配，應
力求地區、階級、族群及性別的平衡。

6.從事具性別意識的女性健康及疾病研究。

7.檢視並改善女性健康過度醫療化的現象。

8.肯定婦女對促進及維護健康之貢獻，對家
庭及職場的婦女照顧者提供充分的資源及
報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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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學研究看似客觀中立，其實常常不僅反
映了社會常模，有時也進一步強化了性別
系統這個常模。

若以同性戀來看，社會視同性戀為異常，
醫學又宣稱其有病理基礎，且以醫療方式
治療這種異常。可以說，醫學再面對同性
戀行為時，不僅搭了社會常模（norm）的
便車，同時也因此加深了「同性戀是病」
的社會認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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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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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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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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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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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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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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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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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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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29-郭綜合醫院-同志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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異性戀文化社會中的醫學臨床實務工作與
研究中，不但對性別少數的同性戀與跨性
別者再正常/異常之間，藉由醫療過程複製
異/同之間的刻板印象與偏見，更對付全社
會中男性氣概(masculinity)與女性氣概
(femininity)，定義性別角色規範與社會
角色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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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illiams(2000)認為，隨著社會變遷，人們生活
型態與風格逐漸多樣化。在這般樣態下，「正常」
(normality)自身就形成一個只是分殊的與相對的
議題，也就是正常是一種層次上的差異，而不是
一個絕對閾限的指認。因此，他們強力認證關於
疾病的意義是個人經驗(包含個人的態度、行動與
意圖性)與社會文化建構不斷地磋商、競逐而產造
出來的。所以，心理疾病的概念不是單一意義的
生理意義，而是一種涵蘊文化知識與社會時間的
多重構(polythetic)概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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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學對於一些身心健康的診斷與醫療，與女
性的社會角色期待息息相關，醫學也常為
女性的次等地位提供解釋。最著名的例子，
是十九世紀美國婦女是否能進入高等教育
的爭議。當時許多醫師寫書論述，表示高
等教育有害女性生育健康，因為發展了大
腦就有害卵巢、子宮的運作，因此反對女
性進入大學殿堂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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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片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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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利用現代醫學的技術，人們擁有了前所未有可
以控制身體的方法，父權意識結合下的社會、文
化影響也獲得了可以肆無忌憚地對身體進行控制
的方法。

女性的身體形象更在「生殖行為的社會化」過程
中，女性的身體被建構構成母性的身體，而成為
政治、經濟、科技醫學下的「社會的身體」。當
女性身體以科技醫學的途徑被再建構時，醫療化
被認為使女人更加地「失權」，而且使其繼續在
「被控制」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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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體政治」(body politics)一直是女性
主義論述的核心概念，絕對不只是一種個
人的生活經驗而已，而是兩性互動過程權
力資源分配不平等的事實，因此性別其實
就是一種政治。自70年代以後，「性別政
治」(sex is politics)這樣的概念就被婦
運人士視為是對資本父權社會的挑戰，許
多關於婦女健康如：婚姻暴力、塑身美容、
與生殖科技等議題，也陸續被擺在「性別
政治」放大鏡之下檢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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不只是過去的醫學論述充滿性別偏見，現在的醫
學知識也脫離不了主流社會性別邏輯的影響，十
九世紀以來，醫學對於月經的描述特別的負面，
再加上社會期待女人的身體主要背負著生殖/生產
的功能，直到現在，不少主流醫學教科書仍會描
述月經過程也常大量使用一些負面用詞，包括
「剝落」、「壞死」、「破碎」等等。醫學教科
書對精子的描述，往往是讚嘆其數量之多的驚人
特性，十分正面。每次月經只是一個卵子未受孕，
但是大概千百億個精子可能指使一個卵子受孕，
為什麼只說月經代表缺乏生產，卻不說精子「浪
費」的情況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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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37.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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謝臥龍、莊勝發與駱慧文以國內六百四十二位各謝臥龍、莊勝發與駱慧文以國內六百四十二位各
級學校諮商輔導老師，進行諮商輔導老師對女性級學校諮商輔導老師，進行諮商輔導老師對女性
案主性別角色刻板印象的研究調查結果發現，絕案主性別角色刻板印象的研究調查結果發現，絕
大多數的學校諮商輔導教師普遍存有性別角色刻大多數的學校諮商輔導教師普遍存有性別角色刻
板印象。她們相信：板印象。她們相信：

1.女性案主在成長過程中所遭遇的問題大多比較瑣
碎。
2.女性案主在處理人際關係時比較情緒化。
3.女性案主在追求自己的權益及平等的過程中，往
往忽略了她本身的能力。
4.女性案主比男性案主更需藉由他人的肯定來建立
自己的信心。



55

5.男性的獨立自主勝過女性。

6.女性如果表現更多女性的特質，會更具吸
引力。

7.大部分的女性案主對於性關係較為嚴謹。

8.當女性案主善盡女人本分時，比較容易獲
得鼓勵與讚許。

9.大多數女性案主比較羨慕男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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誠如Wehrly和Corey所言，諮商輔導是一見
複雜的工作，因此諮商者不但要擁有專精
的諮商輔導知能，更需具有洞悉能力來察
覺當前社會文化背景與其急遽變化的性別
意義和其互動之機的因果關係。唯有如此，
諮商輔導人員才能客觀及完整的了解並精
確的分析案主問題的本質，適當的發揮專
業的諮商輔導知能，進而達成諮商輔導既
定的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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廣為精神醫療界運用的《精神疾病診斷與
統計手冊》DSM，審視該系統的內容，可發
現其心理病理的分類只是從身體位置及症
狀叢結的引發做為精神疾病的根據，忽略
疾病也是社會、歷史、語言、性別及家庭
脈絡下的產物。Cook及Warnke（1993）認
為DSM-III-R 的系統，存有以下性別偏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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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以男性常模為基礎的分類系統，例如以社
會性別價值觀所塑造。

2.只著眼於症狀叢結，對於個體的生命經

驗，不是加以忽略就是保持沉默。

3.心理治療者本身對性別預期與認識，造成

診療時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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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療過程性騷擾的探討，王秀紅、謝臥龍與
駱慧文採用德懷研究法研集出醫療行為中
性騷擾的定義，並將之歸納為三大項目

1.語言方面；

2.非語言；

3.肢體動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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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rieco(1987)針對462位護理人員所作的調
查中，發現有76％在醫療場所中有被性騷
擾之經驗；其中87％的性騷擾源為病人，
67％為醫生，59％為醫療工作人員。性騷
擾事件對護理人員最顯著的影響在於造成
她們長期，甚至是情緒上或身心上不斷累
積的創痛。



62

在醫療場所中性騷擾的加害者有醫生、男
女護士、醫院工作人員、病人或其家屬、
實習老師等，而且加害人大多為男性。最
常見的性騷擾形式是有性暗示的笑話或非
意願的性關係要求，蓄意碰觸到被害者臀
部或胸部。而最可能發生性騷擾的地點為
病房和診療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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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秀紅、謝臥龍與駱慧文認為，醫療機構
應該對「防止性騷擾」這個議題，抱持著
相當嚴肅的態度來面對。除了消極地作事
後處理及受害者心理復健外，其他積極性
的具體行動如訂定契約、良性溝通和適當
的教育等均為可行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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敬請各位參與者提出建構

免除性別偏見與友善的醫療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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