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護理職場中的性別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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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這篇文章，我想藉由社會學家Raewyn Connell提
出的「性別關係」的四個面向：權力關係、性別

分工關係、感情關係、符號文化論述的關係，

作為分析的模式，以我平日的觀察與一些相關的

研究為案例佐證，來分析護理職場中常見的性別

關係。我期待這樣的討論，能夠提供護理人員有

用的工具，在遇到職場上的性別議題時，可以用

這四個面向去分析，找出促進職場性別平等的策

略。

關鍵詞： 性別關係、護理職場。

前　　言

性別（gender）這個詞是1970年代婦女運動出現
時被創造出來的，借用語言學中名詞具有陰性陽性

的「性別」這個字，來介紹一個當時算是突破性的新

觀念，那就是女性主義哲學家西蒙波娃（Simone de 
Beauvoir）在《第二性》（The Second Sex）書中提到的
概念。波娃指出：「女人並不是天生就是女人，而是

逐漸成為女人」（one is not born a woman, but becomes 
one），這個逐漸成為女人的過程是受到父權社會文化
影響的結果（de Beauvoir, 1949/2011）。這原則也適用
在男性，男人也不是天生就這樣的，而是受到父權

社會文化的教育成為男人的。女性主義者主張要理解

男女之間的不平等，必須要跳脫男女生理差別的框架

視角，去檢視男女在社會、文化、政治、經濟等面

向的地位與處境。這個新詞的引介，的確使我們對

「性別不平等」的認識更加深入，也可擴展到多元的

層次上來討論。

從1970年代的婦女運動至今已有四十多年的歷
史，性別研究的知識越來越豐富多元與成熟。從女

性主義視角出發的護理學術研究也有相當的累積（Im, 
2010）。但是過去十年來，我與護理師生以及臨床護
理人員的接觸，我發現大家多少都認同男女平等的概

念，但是在很多細節方面透露出仍然有很多待加強的

空間。這篇文章，我想藉由社會學家Raewyn Connell
提出的「性別關係」的四個面向：權力關係、性別分

工關係、感情關係、符號文化論述的關係（Connell, 
2009/2011），作為分析的架構，以我平日的觀察與一
些相關的研究為案例佐證，來分析護理職場中常見的

性別關係。我期待這樣的討論，能夠使護理人員遇到

職場上的性別議題時，可以用這四個面向去分析自己

與同事所處的困境，期待能夠找出促進職場性別平等

的策略。

護理職場的權力關係

Connell（2009/2011）指出權力關係可分成直接
的、論述的、殖民的權力形式，在護理職場中的權

力關係就可以看到這三種形式但以多重面貌呈現。

直接的權力關係，最明顯的是科層體制（hierar-
chy）的上下權力關係。護理人員在醫療操作中聽從醫
師的命令（by order）就是科層體制的明文規定，違反
者將受到懲罰。還有一種直接的權力關係是職場的性

別暴力。根據調查發現台灣地區護理人員有56%曾經
經歷「精神暴力」，51.6%遭受過「語言暴力」，19.3%
遭遇過「身體暴力」。施暴者依序是病患、家屬與工

作同儕，其中有37.7%的護理人員所在的機構建置了
暴力通報的系統（李、白、顏，2010）。這暴力展現
的權力來源，來自於性別差異（男性不尊重女性）、

階層差異（資深長官不尊重屬下，醫師自認地位比護

理人員高）、階級差異（家屬仗著社會地位高氣勢凌

人）、世代差異（老年病患對待年輕護理人員）等交織

成的衝突。

在此我簡要說一個真實的故事。有位醫學教授建

議病患自外面買藥回醫院泡，被護理長依照「病人安

全」的規定拒絕（她的立場站得很穩），造成大教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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震怒，當著實習醫師的面羞辱護理長：「妳是全院最刁

的！」「刁字，妳會不會寫？」還要實習醫師在白板上寫

「刁」字。最後，眾多不滿這鴨霸行為的護理人員先在

課堂提出討論，認定這是錯誤的濫權，之後採取行

動以e-mail傳出，引起媒體關切。在眾人輿論的壓力
下，大教授最後終於向護理長道歉（成，2010）。在
醫院中醫師或長官權力的濫用常有耳聞，但過去護理

人員常默默接受，怪不得有一說：「護理人員常在大街

受辱，小巷摸頭。」很多護理人員因內化了「愛心照護」

的護理價值，以及受到傳統「好女孩聽話順從」的性

別教化，往往會縱容濫權的長官，忽略維護自己的

基本權益。幸虧，在這一案例中很多護理人員不再

「聽話順從」了，面對濫權的人發聲抗議，才會贏得

道歉。

權力還會以看似溫和的，也就是論述（discourse）
的形式呈現。法國歷史哲學家米歇．傅柯（Foucault, 
1977/2007）在《規訓與懲罰》一書中以監獄管理犯人
方式的改變史說明權力的多種溫和形式，例如，可

以用監控的凝視（gaze）來規訓犯人的肉體；可以像軍
隊以時間表、動作的分解、檢查考試的方式去塑造

柔順的身體；還可以用論述話語來展現其背後一整套

的價值體系所認定的「真理」。

讓我舉一個女同志就醫經驗的案例說明。有一

位理小平頭裝扮中性的病患在門診外候診。護理人員

出來叫喊：「王淑美！王淑美！」（非本人名，已更換）

這位病患應答，護理人員對她看了一眼，沒反應，

繼續喊名。直到這名病患開口大聲說：「就是我！就是

我！」「哦！我以為你是男的！」這樣的過程對這位習慣

裝扮中性的女病患而言，其實是很尷尬難堪的，她

因此不太願意去就醫。護理人員不是故意的，她展現

的論述話語的背後是社會文化教導男女二分的刻板印

象，這會造成大多數人對於類似淑女這樣的人產生誤

解，包括這位護理人員在內。這個論述展現的溫和權

力，從受話者「王淑美」的立場而言，是一種忽略與

隱含的歧視。在護理職場中，我們經常聽到人們的話

語中帶有性別歧視，我們無須立刻與對方爭執，但

可銘記在心，思考策略，若遇到適合的機會可以教

育對方。

至於殖民的權力關係，在護理職場中，我們也

常看到。當護理人員看到白種外國人來就醫，就會和

善積極地用簡單英語和他們互動，特別花時間去照顧

他們。遇到原住民或東南亞來的勞工或外籍配偶來就

醫，和善與積極的態度會自動減半。終究台灣長年處

於殖民權力交替的歷史中，原住民被漢族移民從平地

排擠到山區，又被日本殖民者強迫圈綁在山區，加

上近三四十年深受歐美文化影響，造成很多人都有分

別心，認為白人文化比漢人的優勢，原住民或東南

亞來的新移民都比漢人文化低落。於是我們的言行就

自然而然展現殖民的權力關係了。這樣分析是希望讀

者遇到類似的狀況時，不妨深入去探究其社會文化的

因素。

護理職場的性別分工關係

護理人員絕大多數是女性，那麼還有性別分工

的關係嗎？社會學者徐（2001）研究男性護理人員在
職場上的處境，就指出男性護理人員其實具有「優

勢」。她深度訪談的資料顯示：男護理人員自認為在

急診、精神科，特別在激烈糾紛爭執的情形中，護

理長往往會期待男性護理人員，特別是身材壯碩的男

護理人員，站到第一線去處理突發狀況。受訪的男護

理人員認為，自己比較敢大聲吼回去，對無理取鬧

的病人有嚇阻作用。有一位護理部高階主管表示：男

護理人員在混亂的局面出現，因為他的穩健與果決會

給病人一個安全穩定的「視覺效果」。所以醫院傾向把

男性護理人員分派到精神科與急診，而不會分派到婦

產科。

這是傳統的刻板印象作祟，特別是這位高階主

管。我認為為了保護護理人員的工作安全，不分男

女，醫院都應該設有專業的保安人員來應付危機。

每一位醫護理人員平時都應該接受緊急危機的安全訓

練，無論個子高大的男醫護或個子嬌小的女醫護都應

該有基本危機處理的能力。若醫院要節省保安人力的

成本，而讓男護理人員在沒有訓練的前提下，臨時

上陣應付危機因而受傷，這是沒有盡到提供安全工作

環境的義務。我要指出，我們不應該依賴個人勇敢的

陽剛氣質來應付危機，這不是醫護專業者應該要承擔

的風險。很不幸，這時男護理人員就在這傳統的性別

刻板印象中成為犧牲者或得利者，如徐（2001）的研
究顯示。

護理職場的感情關係

最早討論工作中的情感部分是Hochschild（1983）
提出的「情緒勞動」（emotional labor）就是指勞動者
須控制自身的情緒，表現出符合工作要求的情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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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達到工作期待的人際溝通。James（1992）把家庭與
安寧病房的情緒勞動作比較，開始把隱誨不為人知的

照護專業的重要工作內容─情緒勞動，帶入人們的視

野。護理人員除了需要管理自己的情緒外，還需要安

撫處理病患及其家屬的情緒，才能順利完成護理的工

作。

傅（2008）研究加護病房的護理工作，就指出「由
於加護病房的病患多來自一般病房急救後或是開刀房

手術失敗的患者，護理人員在面對這種狀況時，即

便不知所措，但也不可表現慌張，以免導致家屬的

擔憂，故加護病房的護理人員是比一般病房的護理人

員，需有更多對於自我情緒的控制。」此外，加護病

房的家屬也常因病患病情的好壞變化而心情起伏，有

時病患病情可能急轉直下，突然死亡陰影籠罩。這

時，護理人員還需要特別照護家屬的情緒。這些也都

是專業職權範圍的工作。

護理工作並沒有要求護理人員要照顧醫師的情

緒，但護理人員往往為了維持工作關係，也要對地

位高一等的醫師做「非正式的情緒勞動」。身為護理

人員的傅（2008）還觀察到，當醫師急救失敗，有些
醫師因而感到挫折，護理人員通常會主動的給予安

慰，常聽到的是「×醫師，你不要再自責，我想你已經

盡力了」。此外每日伙食也主動的幫忙打理「×醫師，

我們今天訂這家的便當，你要不要一起訂？」，而當實習

醫師或住院醫師，因不了解主治醫師的習慣，被主

治醫師責罵時，護理人員也會給予支持「×醫師，你

不要難過，他（主治醫師）就是這種個性，有什麼事是需要

我們幫忙的？」。由於大部分的醫師都是男性，護理人

員是女性，所以上述的醫護關係，也是一種性別、

階層的關係。

護理人員如何來面對這樣的困境？我曾經在護理

課堂上提問。有護理長說，她在醫院的角落找到一個

空間，讓情緒疲憊的同仁可以好好安心痛哭。有資深

護理人員說，她會不斷提醒醫師，護理人員也有情

緒，不是只有他們有，不要總是找她們發洩。有護理

人員說：遇到面臨生離死別的家屬，偶而也會揭露自

己家人逝世的痛苦，與家屬彼此鼓勵打氣。也有護理

長說，同仁會固定聚會互吐苦水宣洩積累的情緒，

有時還會想出策略來處理或改變現狀。我認為護理人

員見多識廣，身經百戰，又會使用網路集思廣益，

應該把護理職場「情緒勞動」的負擔多多說出，需要

讓社會大眾以及護理界大老認真對待。過度耗竭的

「情緒勞動」應該是造成很多護理人員離職的原因之

一，因為兩頭燒的蠟燭已經不再有能力照亮他人了。

護理職場的符號、文化、論述的關係

所有社會實踐都涉及對於這個世界的詮釋，以後

結構主義學者的角度來說，沒有任何與人有關的事物

可以「自外於」論述，因此社會也就不可避免地成了

一個有意義的世界。同時，在這些意義裡，也都可以

看到創造這些意義的社會過程所殘存的痕跡（Connell, 
2009/2011）。過去社會大眾眼中的，護理專業重要的
符號是「白衣天使」，這專業引以為傲的是「吃苦耐

勞、盡忠職守、關懷愛護」的價值，護理界的文化

則傾向「長幼有序、服從聽命」。這反映出傳統文化

對女性「三從四德」的期待與規範。近幾年來，「白衣

天使」的形象依舊，但各大學護理系的教學理念則出

現了新時代的論述：「運用專業知識」、「培養熟練技

能」、「尊重生命」、「關懷社會」、「具有批判思考」、

「獨立自主負責」、「團隊合作協調溝通」等能力的要

求。的確，護理專業的文化與論述在改變中，逐漸揚

棄了傳統父權社會期待的「女德」。

形象是一種符號，多年來護理形象常被誤用與濫

用。2008年5月12日護士節，台灣護理學會的會訊
特別刊登「亞洲護理學會聯盟」（Alliance of the Asian 
Nurses Associations, AANA）針對「提升護理形象」的
聯合聲明（亞洲護理學會聯盟，2008）。其中特別針
對「稱呼的正名」與「服裝的正色」，說明了護理人員

的專業形象建立過程的困難。

過去台灣習慣稱護理人員為「護士小姐」、「小護

士」，這對於專業有貶抑輕視的意味。當然也與制度

有關，那時護理的訓練以專收女生的職校為主，其

畢業生只能持有護士執照。2005年起職業護校關閉，
護理專業提升到大專程度且男女均收，所持的證照

則是護理師，因此現在應該正名為「護理師」（周，

2011）。
至於「服裝的正視」，是鑑於色情影片與畫冊經

常出現著護士服的形象，把專業照護的護理角色色

情化。於是呼籲：「政府應大力協助維護及提昇護理

人員專業形象，嚴格禁止專業形象被濫用，如：在

非醫療環境中穿著護士制服、配戴護士帽，或進行

違反專業形象之各式表演。」（亞洲護理學會聯盟，

2008）。
形象改造與論述競逐需要長期持久的積累，才能

慢慢轉換社會大眾的認知，提升護理專業的形象。我

有一些想法與護理界分享：⑴藉由出版文字與製作影

像紀錄片，將護理界先行者以及當代精彩感人的護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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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事推銷出去，讓社會大眾打從心底尊重護理專業與

從業人員。目前普遍發行的護理先行者的書籍為「周

美玉先生訪問記錄」（1993）、「護理的信心」（2004）、
「台灣女英雄陳翠玉」（2009）。衛生署2009年出資拍
攝的紀錄片「YES！護理人員！」，台北護理健康大
學校友會2010年為前校長朱寶鈿女士拍攝的紀錄片等
都是在文化論述方面跨出重要的一大步。⑵各地「護

理師護士公會」應該更加積極探討護理人員的工作困

境，發揮想像力與創造力，找出一些實際可行的解

決策略，並與當地的醫療機構進行溝通，為促進會

員的福祉而盡力。⑶同意亞洲護理學會聯盟的聲明中

最後一點，就是第五點，「當護理人員遭遇社會或媒

體不當對待或報導時，護理專業團體應立即回應且採

取法律之保護程序。」（亞洲護理學會聯盟，2008）我
認為，護理界應該打破過去沈默順服的傳統「女性」

形象，開始要轉型成為「現代公民」積極參與公領域

的「論述競逐戰」。法律抗告的方式應該是最後的手

段，但護理專業團體形象遇到社會大眾對護理人員的

不當對待、媒體對護理人員不當的報導時，的確應

該積極導正。

結　　論

在這篇短文中，我把Connell教授提出的分析性
別關係的四個面向的基本通則用來分析護理職場上的

性別關係。希望讀者閱讀完後，也能夠把職場上遇到

的性別議題，用這四個面向思考、發掘。限於篇幅無

法列舉更多例證說明。對很多讀者而言，這些例證遠

遠不如每天職場上發生的生動有趣與精彩。真正在職

場上的主角是各位護理專業人員，我寫此文的用意很

簡單，當個引言，精彩推動性別平等的行動故事，

輪到你們來說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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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article is framed on the model of gender relations analysis suggested by sociologist Raewyn Con-
nell, which considers the four gendered dimensions of power relations, division of labor, emotional 
relations, and symbolism, culture and discourse. Using personal observations and literature references, 
I discuss gender relations in the nursing workplace. I hope this article will be a useful tool for nurses 
to analyze gender issues encountered and develop strategies to improve the gender equity in the work-
pla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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