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祝你身體健康！性別與 

　健康、醫療的課程教學

� 成令方

 作者介紹 

東海大學政治系畢業，英國里茲大學東亞研究副博士，英國艾賽斯

克大學社會學博士。曾任英國西敏斯特大學專任高級講師、輔仁大學社會

系助理教授，現任高雄醫學大學性別研究所副教授兼所長、性別研究中心

主任。我從事婦女運動、性別研究多年。年輕時受不了父權體制的限制與

不公平，經常憤恨咬牙；年長後，體認到社會文化的改革非一夕可成，反

而笑嘻嘻的來對待、批判。我們生活在父權體制中，需要有多元的策略來

應對；有時需要使用幽默笑談的方式，一磚一瓦地拆解父權違建；有時則

要用女體集體現身來扭轉視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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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為什麼需要學習這議題？

每一個人都知道「健康」與個人的「幸福」有密切的關係。君不見

常使用的祝福用語就是「身體健康、生活愉快」嗎？若換成了性別教學

的議題就是「性別的身體、健康與醫療」。

在性別課程中「身體」是一個吸引學生的熱門議題，例如：化妝、

減肥、月經等是女學生特別關心的議題，很少有老師會延伸到身體與

「健康」、「醫療」的領域。因為很多人文社會背景教授性別課程的老

師認為「健康」與「醫療」不屬於人文社會學科的領域，於是不會提及

這方面的知識。具有生物醫學背景在學校教授「健康」與「醫療」的老

師卻將內容限制在生理範圍，忽略它們與社會、性別的關係。在此，我

要提出至少有三個理由，期望說服具有人文社會背景教授性別課的老師

重視「健康」與「醫療」，也要提醒具有生物醫學背景的老師在教導這

樣課程時應該要加入人文社會的性別知識：

一、 就教師與學生的個人層次而言，我們與家人幾乎都有健康的問題要

面對；我們也都有生病求醫的經驗，因此「健康」與「醫療」的議

題與我們日常生活有密切的關係。有很多教師與學生因為本身或家

人與醫療打交道，受過醫療不友善的對待、婦女不親善的待遇，於

是開始思考如何爭取醫療資源的基本人權，與性別平等的待遇。所

以「健康」與「醫療」的議題對於人文社會學科的師生，其實關係

很密切。對於醫學、護理、醫技、公衛的學生而言，因其未來的工

作是在醫療場域，其中充滿性別差異的對待，他們要面對的議題必

然與「性別與醫療」有關，所以相關的知識對他們非常重要。

二、 21世紀浮現在知識的地平線上有個搶眼的議題，那就是「身體」。

「身體」既屬生理生物的領域，也屬社會文化的領域。大多數有人

文社會背景的老師的性別課程，若討論到「身體」，往往著重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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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的部分，而忽視生物生理的部分。若不採取這樣的二分法看待

「身體」，而是從一個整體的角度來理解「身體」，我們就應該

知道個人性別的（gendered）身體與社會的性別關係是彼此互動並

且相互建構的，若我們可以認識到男女的生命週期有非常不同的經

驗，在男女不平等的物質條件與社會文化環境下所形塑出的「身

體」與「健康」的議題是有性別差異的，例如，對體型的要求男女

有別，維護健康的資源分配男女有別，對同志健康議題的忽視。在

醫療場域中醫護人員維護我們的健康和處理我們的疾病時，會有性

別差異的對待；在健康與醫療職場中工作的男女醫護、社工心理諮

商人員會受到性別刻板印象的影響，還有性騷擾和性別歧視的存在

等，其實都是「性別與醫學」的核心議題。

三、 在「性別、健康與醫療」方面，豐富的社會實踐已經在進行了。婦

女團體（NPO）近幾年來積極推動「婦女親善門診」並監督衛生署

的婦女健康政策，例如：高雄市婦女新知協會（2008）。加上，推

展「性別主流化」成為聯合國的重要政策，行政院的婦權會與衛生

署積極重視婦女健康權益，連教育部也開始重視醫學和護理教育的

性別敏感度的培養。當社會環境的氛圍逐漸拓展到「性別、健康與

醫療」這領域，這樣的教學將日益重要。

經過十多年來的知識累積，這方面的教材越來越豐富，但是卻沒

有關於如何教授這領域的討論，結果使得這領域的教學多年來還是依賴

屈指可數的那幾位在檯面上可被指認的「老手」。若我們有機會上網瀏

覽，就會發現以「性別與醫療」和「婦女與健康」為課名在很多院校特

別是與醫療、健康有關的科系，都會出現。但仔細看看課程內容，發現

還是多以生物生理的角度討論男女的差異，而忽略了社會文化與疾病醫

療的關係。

我寫這篇文章的主要目的有三：(一)想要擴大性別通識課程的教學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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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把健康與醫療包含進一般通識課程。(二)把性別融入討論醫療疾病文

化的通識課程中，例如：臺大通識教育課程的「醫學與生活」、「醫療

與文化」；成大通識教育課程的「科技與社會（應用通識）」1、「多

元化社會與健康（科技整合）」2；政大通識教育課程：健康管理專題

講座、疾病醫療與文化、醫療身體與西方文明。(三)深化現有的「婦女健

康」與「健康與疾病」課程內容，把人文社會的性別觀點融入醫護的

「身體健康」課程3。

我自己在這領域有近十年的教學經驗。曾在輔仁大學社會系開過

三年的「醫療社會學」與「性別社會學」，在二個課程中均融入「性別

與健康」或「性別與醫療」的教材。2001年高雄醫學大學開創性別研究

所，於是「性別與醫療」列為本所的核心必修課程，我自此便與「性別

與醫療」課程結下不解之緣。除了研究所課程外，我也在大學部（護理

系、醫學社會學暨社會工作學系、通識教育中心）授課，將「性別的身

體、健康與醫療」列為該課程的核心議題之一。下面的討論，是以我在

大學系所教授專業課程，以及在通識教育中心的教學經驗為基礎，企圖

從教授通識課和大學部專業課的老師的角度來與各位老師分享我的教學

經驗。

1 好例子一：授課老師：陳恒安。課程大綱的第四部分：科技與性別中探討科
技醫療中的性別問題、科學中的性別語言。

2 好例子二：授課教師：林秀娟、許甘霖等人。教學大綱：第七項：女性主義
與弱勢族群之健康。

3 目前開給醫護、公衛專業課程的「婦女健康」相關課程，都是開在護理研究
所、公衛研究所，課程內容有一些人文社會的性別觀點，但醫務管理研究所

的「醫療體系」、「醫療政策」等課程卻比較沒有性別的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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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　學生背景

我教過的學生的背景非常多元。人文社會學科的學生其實並不會

排斥「性別與健康」或「性別與醫療」的課題，因為他們自己和父母家

人可能就有長期與醫療機構打交道的經驗。若教學的主題貼近他們的生

活，其實非常討好，他們的反應會非常熱烈，因為他們發現這樣的課題

非常受用，而且這議題是最不會造成男女生對立，反而會使男女生在分

享身體痛苦經驗的同時，看到了性別的身體經驗的差異，男生對女性在

醫療體制受到不友善的對待，也會傾聽與理解。

若這課程的「客源」來自健康或醫、護、醫技的學生背景，那麼教

師可以適度地融入較高比例的性別的健康與醫療的議題，特別是與他們

未來工作有密切關係的議題。即使班上男生人數較多，也不妨礙討論社

會文化如何影響女性呈現的身體經驗，因為他們未來的工作需要理解女

性的身體經驗。他們對於生物生理上的性別差異（sex difference）早已

經在醫護教科書中學過，但從性別（gender）與社會文化的角度討論，

會給他們帶來新意，也非常受歡迎。

參　課程設計

下面是依據學生以及課程的定位，分成通識課程與專業課程來設

計。課程設計與教材有唇齒相依的關係。在進入細部的討論前，我先就

教材說幾句話。

臺灣在「婦女健康」與「性別與醫療」的教學方面，雖較歐美起

步晚二十年，但在婦女團體和性別研究學者積極推動下，至今也累積了

十多年的成果。早年的開拓者在校園中進行這課題的推廣，後來還拓展

到空中大學（張玨，1998，2002）和社區大學的課程中。自1999年開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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舉辦的「性別與醫療工作坊」，這方面的教學與研究聚集了一些同好，

學者彼此相互切磋，提升知識水平。教材方面，經由過去數十年來的努

力，至今也逐漸有所累積。一些性別的教科書中，也會出現討論婦女健

康、性別與醫療的章節（張玨，1998，2000，2002；劉仲冬，1999，

2004；吳嘉苓，1999；潘淑滿，2003；成令方，2008）。這些都是可以

使用的教材。

在此，我要特別提及，過去五年來具有性別觀點的「醫療與社會」

的學術論文已經累積了相當的水平。但是這些學術論文都尚未經過「轉

譯」的過程，成為適合大專院校學生閱讀的語言。我認識到當務之急就

是將這些累積的本土知識變得「魅力十足」，可以吸引教師和大學生來

理解和討論這些議題。於是三年前，我興起了編纂一本深入淺出的教科

書的念頭。很幸運地，2008年春天，這本書，《醫學與社會共舞》，終

於與讀者見面了。

雖然這本書不是以「性別」為唯一主題，但蒐集的性別、身體、

健康與醫療議題的文章卻占三分之二。我在此推薦給各位自謙為「外行

人」的教師來參考。《醫學與社會共舞》的每篇文章不長，大約五千多

字，都是從作者的學術論文改寫而成的。文章後面附有三∼五個可以供

學生討論的問題，還有相關的延伸閱讀，當然會包括作者原本的論文資

料，以及相關影片和網站。所以老師們若決定選擇的議題在這本書中，

就可以按照其提供的資料去閱讀、引導學生討論，相當容易入門。這本

書在臺大社會系與高醫大性別研究所使用的經驗都相當受到學生的喜愛

與好評。

一、通識課課程設計

我相信很多對「身體」、「健康」、「醫療」議題有興趣的通識課

教師，可以在自己的性別課程中放一週，頂多二週與身體、健康、醫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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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的內容。然而，性別與健康、醫療的議題其實非常豐富，下面的議

題是我特別精選出來，因為都有中文資料，可供教師備課、學生閱讀，

所以很好入門。

(一)教學目標

不管教一週或是數週的課，這課程的目的是期待學生明白，健康與

醫療不是純粹生物醫學的議題，而是社會文化、權力運作、資源分配的

議題。讓學生認識到「身體」、「健康」、「醫療」是性別化的，性別

不平等的社會價值是鑲嵌在其中。醫療中的性別不友善，性別歧視，其

實是知識與權力不對等的關係的結果。只有從這樣的角度去理解，醫療

健康專業者才能看到改善體制促進性別親善的可能性；作為多數的醫療

使用者則可以看到目前過度醫療化的侷限，以及多元知識管道的可能，

還有開拓維護健康的另類作法。若教師能清楚認同這樣的思考方向，教

學就掌握到了方向，可以讓學生在短短的一、二週中學到具有性別觀點

的健康與醫療議題。

(二)課程內容與教材選取

我推薦二個與學生身體經驗有關係的議題，還有二個與醫療健康專

業與權力有關議題，可供老師選擇。

1.女性的身體經驗

討論這議題最重要的概念是：身體不是自然的，我們對身體的

認識以及身體本身是深深受到社會文化影響建構出來的（見王秀雲，

2008）。討論這議題時，有二個子題值得推薦給學生：

子題一：「月經」被污名的社會文化效應。為何臺灣女生只用衛生

棉而不用棉條？可參考許培欣的文章（2008）。

子題二：哺餵母乳是女人天生的能力？還是一個需要學習的技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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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參考鄭琇惠的文章（2008）。

2.減肥與美體手術

這是個男女學生都很有興趣的議題，討論這議題可以看到非常複雜

的社會關係在其中作用。關於減肥與醫療的關係，可以參考許甘霖、王思

欣的文章（2006）。另外，Kathy Davis 1995[1997]《重塑女體：美容手術

的兩難》這本書值得摘取部分章節讓學生閱讀討論，老師則需要花時間

閱讀一整本書以理解在什麼社會條件下允許女性積極以美體手術追求美

貌，美體手術的危險性為何。這議題相當受歡迎，會激發出很多討論。

3.性別、權力與醫療

醫療其實是社會權力建構出來的，其中充滿性別不平等的關係。幾

個重要的基本概念：醫療知識與權力的關係、醫療化、醫師專業優勢排

擠助產和護理專業等，有二篇文章（吳嘉苓，1999；潘淑滿，2003）可

提供較全面的討論，選擇其中一篇參考即可。這議題也非常適合健康、

醫護專業的大學生。

4.從居家生產談助產士專業

這議題的介紹是挑戰現有的過度醫療化生產方式。可以藉由二部

紀錄片配合學術論文進行課堂討論。「歡迎誕生」的影片是關於臺灣

二位女人居家生產的經驗4。「居家生產」（An Inspiring Beginning）

則是討論在荷蘭助產士學校給學生的專業訓練的過程5。若能配合吳嘉

苓（2008a）的文章，一則可以讓學生理解助產士其實是很好的接生專

業，二則讓學生理解為什麼臺灣助產士專業曾經如此光輝，70年代中期

才逐漸沒落，而近幾年又開始逐漸復興。學生一致的反應是驚嘆還是驚

嘆，相當叫好叫座的議題。

4 影片介紹http://health.social.ntu.edu.tw/2006base/documentaryfilm02.htm#013
5 影片簡介http://health.social.ntu.edu.tw/2006base/documentaryfilm02.htm#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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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專業課程設計

有不少醫護、健康專業的大學部課程的老師，會注意到性別課題的

重要性。醫療場域是他們的學生將來職業所在。我會推薦除了上面幾個

議題外，還建議增加幾個較屬於性別與專業的議題，以及學生畢業後作

專業服務時應該具備的性別知識。請老師們依學生專業的需求選擇適合

的議題。

(一)教學目標

讓學生理解他們所從事的健康醫療專業的發展過程其實是充滿性別

權力關係的，同時期待加強他們在職業服務方面的性別敏感度。

(二)課程內容與教材選取

在下面我列舉十個議題，供老師選用。請按照學生的專業需求，自

己調配：

1.性別健康不平等

「健康」不是個人獨力可以成就的，「健康」資產也不是人人可以

公平取得的，這與性別、階級、族群的不平等有密切關係。可以參考何

明蓉（2008）、郭淑珍（2008）、鄧惠文（2008）。另外，我們也要注

意到愛滋感染者6和女同志的健康也一直受到忽視與邊緣化（臺北市女

性權益促進會編，2007），這些都是重要的健康不平等議題。

2.國家政策與婦女健康

婦女健康至今依舊是行政院重要的政策之一，對婦女健康影響很

大。這議題是社會學、社工、社福、公衛、護理、醫管科系的學生需要

6 請與愛滋感染者權益促進會取得相關教材，或邀約講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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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基本知識。我推薦劉仲冬（1998, 2004）和張玨（2003, 2008）的文

章。

3.國家與中醫、西醫建立的關係

在臺灣西醫的興起與中醫專業化都是國家政策的產物。這與歐美醫

療專業發展的歷史迥異，可參考成令方（2008b）的文章。經過西醫獨

大的半個世紀後，有深厚悠久傳統的中醫是經過如何的專業化過程，成

為現今的樣貌？可參考鄭惠珠（2008）的文章。西醫在興起的過程中，

女醫師受到什麼制度與文化的性別限制？可參考成令方（2008c）。在

此推薦一部精彩的短片，公視出版：「臺灣第一位女醫師：蔡阿信」

（長度一小時）。

4.護理專業與性別政治

護理在臺灣成為專業是有一個發展的過程，這過程在蔡幸娥

（2001）記錄護理先鋒鍾信心的一生，以及陳月枝（2008）的護理專

業發展的文章中解釋得很清楚。護理一直被認為是「女性」的工作，

近十年也有少數男性進入，他們怎樣看待護理專業呢？參見徐宗國

（2001）。我們還可以進一步理解護理人員實際的工作內容與她們的

自我認同為何呢？參見朱政麒（2006）。還有一個值得討論的議題：

護理人員的技術與情緒勞動和情緒管理有密切的關係，參見傅淑方

（2008）。有一部短片值得推薦：「尋找臺灣護理典範」7。

5.醫學知識的性別偏差

醫療知識不是中立的，例如醫學院老師授課時經常穿插著嘲笑女人

或同志的黃色笑話。Emily Martin（2004）以精子、卵子在受精過程中

的性別化為例，說明醫學知識深受社會性別觀念的影響。公衛知識的建

構也有類似的問題，林宜平（2008）則用臺灣RCA污染水的例子說明。

7 影片介紹 http://health.social.ntu.edu.tw/2006base/documentaryfilm02.htm#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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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醫療化的概念與實例

這概念從1970年代由社會學家Zola提出，經過三十多年的傳播，目

前已成為多人朗朗上口的概念。近十年，科技發達更加強醫療化。女性

的身體多成為「醫療化」的對象，我們應該正視這問題的嚴重性，推展

寬廣的健康視野與維護健康的多元管道。這裡建議用實例來說明「醫療

化」人們身體的經驗，會有哪些限制與缺點。例如：威而剛新科技醫療

化了男性性能力（傅大為，2008a）；醫師遇到更年期女性經常採荷爾

蒙治療法（張玨，2002）；我還要推薦一篇曾經在網路上廣為傳送的精

彩深度報導，關於臺灣女人生產過程被過度醫療化的實例，參見司晏芳

（2003）「臺灣女人，你為什麼不生氣？」。

7.醫療科技

新科技的使用與社會原本的性別關係相互生成（見傅大為，

2008b）。例如：生殖科技中的男性不孕就是個有趣的議題（見吳嘉

苓，2008b）。在醫院面對臨終以科技維持最後的微弱生命跡象，其實

是家屬和醫療共演出的一場鬧劇（見蔡友月，2008），這也是醫療倫理

的重要議題之一。

8.醫病關係？醫「用」關係？（建議與9.結合成一單元）
臺灣醫師看病，平均約三分鐘左右。外表看來病患多聽從醫囑，其

實病患也有自己的判斷能力。因為說明醫師和求診者各有其不同的知識

範圍。有人求醫並不是生病，例如：生產並不是生病而是徵求資訊，建

議把求診者稱為「醫療使用者」（見成令方，2008d）。

9.病患與醫療使用者的積極行動（建議與8.結合成一單元）
病患或醫療使用者並不是都很聽話順從，有時因需求未獲滿足，於

是積極採取「出走」行動或聚集眾人維護權益。從少數女性採取另類的

「居家生產」行動（吳嘉苓、黃于玲，2002），到病患權益團體（吳嘉

苓，2000）都值得讓學生思考的議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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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醫療爭議
醫界內部、婦女團體、病患團體等對於醫療處理女性身體有不同的

看法，於是興起爭議（吳嘉苓，2008c）。有二個廣受爭議的議題，我

推薦放入課程內容。一為「代理孕母」（雷文玫，2008），一為「剖腹

產vs.自然產」（傅大為，2008c）。

肆　教學策略與課堂安排

「身體」與「健康」是非常貼近日常生活的經驗，很多性別教學的

老師採用的教學策略是強調同學在課堂上分享生活經驗，積極與其他同

學互動。我也經常採用這樣的教學策略，例如：在討論女性的身體經驗

（月經、衛生棉、哺乳）、討論學生自己與家人看病求診的經驗（醫病

或醫「用」關係）、討論護理人員的工作經驗（例如：學生是醫護專業

人員）。若同學勇於分享多元的經驗，可以豐富課堂的討論內容。老師

應該採鼓勵的態度，讓同學多多發表意見。

我個人認為學生課前閱讀資料非常重要。有些議題，例如：居家生

產、美體手術，學生完全沒有個人經驗可以分享，有些健康與醫療的議

題，例如：醫療制度的建立、醫療爭議，不是個人經驗層次，教學策略

就要有所改變，就要由個人經驗分享轉換成資料閱讀與討論。閱讀資料

非常重要，因為資料是經過有條理、有論證呈現出來的觀點，需要仔細

咀嚼消化才得以吸收。現在大學生學習態度差異很大，會主動課前閱讀

資料的學生不多，所以需要老師課前細心規劃，上課時才能達到比較有

深度的討論，而不是只停留在談個人經驗的層面。

如何帶動學生事前閱讀資料？因為若採用的資料大多數來自《醫

療與社會共舞》其實就很好帶動了。這本書的每篇文章約五千字，大約

二、三十分鐘可以讀完一篇。我建議老師可以把學生分成小組，每一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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組認養閱讀一、二篇，小組成員先聚會討論閱讀心得，上課時，提出與

同學分享。假設一堂課有三篇短文要讀，全班可以分成六組，這樣就有

二組分擔閱讀同一篇文章，這二組報告心得的重點一定會有些共同與差

異處，這共同與差異就可以成為課堂討論的切入點。這樣的作法，一則

可以減輕同學的閱讀負擔，二則聽其他組報告，就等於觸及了自己未讀

的文章。若有同學發現自己對此議題開始有興趣起來，就可以循著文章

後面的參考資料，繼續深入追蹤這主題。同學報告心得時，可以用「競

賽」的遊戲方式，帶動報告熱烈氣氛。舉一個例子：甲組報告，乙組可

以提出問題，請甲組回應。老師掌握主題，在學生的七嘴八舌、多元資

訊分享中，穿梭引導，這樣就可以織出彩虹紋理的知識錦緞。

另外一個帶動學生閱讀資料或蒐集額外的資料的作法是：選擇一

個具有爭議的議題，邀請二組舉辦辯論。我就曾經以「代理孕母」及

「居家生產」為題，讓學生辯論。有趣的是在討論「居家生產」的議題

時，原本甲、乙組的同學都持反對意見，但乙組被分配到要採取贊成的

立場，結果乙組真被贊成的理由說服了，而班上同學也因為辯論內容豐

富，對此議題的認識更加深入。

這領域的課題，也有一些影片可供教學用。但有時課堂時間很短，

若放了一小時的短片，討論的時間就減少了。然而，課堂上放映，確有

立即的效果，討論起來會很精彩，各有利弊。若採取後者，我建議老師

要在放映影片前先說明這影片內容與今天上課重點的關係。否則學生會

天馬行空地解釋影片的內容。例如：學生看完「居家生產」的影片後，

直呼「母親真偉大！」這並不是放映這影片的初衷。

伍　我的教學經驗

雖然學校有教學評量的問卷讓學生填寫，我每學期的期末都會請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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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寫一頁無記名的回饋意見，作為改進下次教學的依據。但是，每一學

期的學生都不同，他們對課程內容與教學方式的期待差異很大，所以上

次同學的意見，下次未必有用。此外，學生到期末才提改進意見，為時

已晚，對提意見的那班同學不能有什麼幫助。

後來與幾位同事交換意見，嘗試採用一個中小學行之有年的作法，

就是讓同學每週寫「聯絡簿」，老師每週看。我是用在班級人數只有十

多人的研究所，所以負擔不大。若有老師教通識課，一班五、六十人，

我建議可以讓學生每二週寫一次。我的作法是：每次上課最後10分鐘留

給同學用來寫每次上課的心得（100至200字），寫完交給我看。同學要

回答的問題很簡單：

(1)你上課提的問題與疑惑，有沒有被解決？

(2)這週的課你學到什麼新的概念？新的知識？

(3)這週的課還有哪些你想知道而沒有討論到的？

(4)你對這週的課的教學方式與內容選擇有什麼意見？

我改採「聯絡簿」的目的，就是希望遇到學生學習有問題或學生

對教學方式有意見可以當場表達，我回去自我檢討並即時和同學溝通。

我相信老師與學生頻繁的互動，真誠的溝通，學生可以感覺到老師的虛

心，老師可以感受到同學的認真，彼此建議互信的默契，可以同時提升

教學與學習的品質。這應該就是女性主義教學法的真髓。

陸　同學的回饋：代結論

最後，我摘錄幾位同學匿名發表的學習心得，在此代替結論。供大

家參考：

「因為家中有護理人員，所以她常站在公衛立場看醫療現象，和我

學性別與醫療的角度很不相同。有時就會針對一些議題情況交換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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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看到護理界和我不同的觀點。例如生產剪會陰這件事，我們立場就不

同。她會覺得為什麼不剪？如果讓皮膚亂七八糟裂開會更醜、而且不好

縫也不好處理，可能會有更多失血的現象。但我堅持的是不去剪會陰讓

產婦自然完成生產比較好，不然也應該徵詢產婦意見，她有權利知道她

的身體會被怎麼對待，也有權力選擇要剪不剪，而不是醫生為了自己方

便愛剪就剪。」

「因為很健康所以很少進醫院，比較少可以對比的改變。不過上過

課之後會發現有些在醫療過程遇到的狀況並不是個人問題，而是制度問

題。像當時因為懷孕要做產檢，為了方便性選擇了一家大醫院，但產檢

的經驗卻很不好。像是空間上安排令人感覺不舒服，但當時會覺得只有

自己認為不好，別人好像不會吧！當時覺得是自己的問題。但上過課之

後，在和同學分享經驗的過程之間，會發現女性使用者的經驗都相似，

發現到問題並不是自己，而是醫療體系的不友善，為了方便自己而使得

產婦們處在一個不舒服的待產空間中！」

「這門課對我最大的幫助，大概是對於醫療結構和體制的反思吧！

不過實際上比較有機會改變的是我與醫護人員的直接互動。雖然我對醫

護人員的態度不是很滿意，但因為親友中有醫護工作者，常從那邊聽到

醫護工作中的不平等待遇，體悟到因為專業位置的權力結構使護士和醫

生之間產生不對等關係，又因為上課學習到的知識瞭解到醫生的專業

性和權力性也是經由建構而成，更不覺得醫生的『偉大性』。所以當自

己去看醫生時，會比較敢要求醫護人員給予我所需的資訊或協助（例如

是否有其他的治療方式），不會只是傻傻地醫生說什麼就做什麼。也會

很快意識到遇到不合理的醫療互動，如果可以當場處理就會立即要求改

善，如果不行就會想辦法向有關單位反映，例如寫信到醫院客服信箱。」

幾乎每個上課的同學都認為學習這門課有些收穫，這讓我最感欣

慰，也是驅動我不斷前進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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