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科技部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 

補助國內學術研討會成果報告 
 

一、議程： 

2016 第 14 屆性別與健康研討會【多元性別、社群與生殖科技】第一天會議議程 

105 年 10 月 14 日（五） 

08:30-09:00 報到（第一教學大樓一樓川堂） 

09:00-10:15 【圓桌論壇 1：災難、性別與健康】 

（第一教學大樓 B1 演藝廳） 

主持：邱大昕／高雄醫學大學醫學社會學與

社會工作學系主任 

①災難、性別與健康:高雄氣爆災後的女性醫

療與健康 

引言：李淑君／高雄醫學大學性別研究所

助理教授 

②健康不均等與環境正義 

引言：王敏玲／地球公民基金會副執行長 

③高雄氣爆後醫療與健康需求的多元視角 

引言：陳冠榮／萬芳醫院醫師、高雄氣爆

自救會會長、高悅診所主

治醫師 

【論文發表 1：精神科與多元性別】 

（勵學大樓三樓半視聽中心） 

主持：柯志鴻／高雄醫學大學醫學系精神科主任 

①建立精神科醫師在臨床醫療中應具備的性別、性和性別少數能力 

發表： 

顏正芳／高雄醫學大學醫學系精神科教授 

楊幸真／高雄醫學大學性別研究所教授 

王鵬為／高雄醫學大學附設中和醫院精神科主治醫師 

柯志鴻／高雄醫學大學醫學系精神科主任 

評論：蔡景宏／高雄凱旋醫院兒童青少年精神科主任 

②娘炮做兵-從性心理異常診斷初探國軍精神科停除役實作 

發表：張廷碩／三軍總醫院北投分院醫療部精神科醫師、國立台灣大

學社會學系碩士研究生 

評論：顏正芳／高雄醫學大學醫學系精神科教授 

③探討台灣醫學對跨性別醫療之論述與實作－以精神科評估為核心 

發表：于政民／長庚大學醫學系大學生 

評論：黃璨瑜／高雄河堤診所醫師 

10:15-10:35 休息，點心（第一教學大樓一樓川堂） 

10:35-12:35 【專題講座 1】瑞典社區健康中心性別主流化的經驗 

（第一教學大樓 B1 演藝廳） 

主持：王秀紅／高雄醫學大學副校長 

主講：Sylvia Määttä／瑞典歌特堡大學健康與照護科學研究所教授 

 與談：張素紅／高雄市前鎮區衛生所所長 

12:35-13:35 中餐（請於第一教學大樓川堂領餐盒後，前往第一教學大樓 B2 之 NB219A 教室用餐） 

（與外賓 Prof. Sylvia Määttä 交流 12:35─13:35 於濟世大樓九樓 CS915） 

13:35-14:50 【圓桌論壇 2：同志家庭與人工生殖】 

（第一教學大樓 B1 演藝廳） 

主持：胡郁盈／高雄醫學大學性別研究所助

理教授 

①「擇愛成家」：女同志家庭紀錄片分享座談 

引言：Lupy／台灣同志家庭權益促進會理

【論文發表 2：體液的科技】 

（勵學大樓三樓半視聽中心） 

主持：林宜平／國立陽明大學科技與社會所副教授 

①Health Promotion and Voluntourism from Taiwan to Africa：A 

Reflexive Case Study of Love Binti 

發表：王品軒／國立政治大學國際傳播英文碩士專班碩士生 



事 

②女同志家庭生養經驗談 

引言：小釩／台灣同志家庭權益促進會理

事 

③同志收養實務 

引言：Amy／台灣同志家庭權益促進會收

養組 

④女同志跨國生殖實作 

引言：胡郁盈／高雄醫學大學性別研究所

助理教授 

評論：林宜平／國立陽明大學科技與社會所副教授 

②台灣保險套使用論述的性別分析（1949─2013） 

發表：黃耀民／高雄市明榮診所護理師 

評論：黃于玲／國立成功大學醫學系 STM 中心助理教授 

③女性身體知識的轉變:從布衛生棉的發展與使用談起 

發表： 

葉湘雯／國立東華大學台灣文化學系碩士班碩士生 

林潤華／國立東華大學台灣文化學系助理教授 

評論：蔡麗玲／國立高雄師範大學性別教育研究所副教授 

14:50-15:10 休息，點心（第一教學大樓一樓川堂） 

15:10-16:50 【圓桌論壇 3：愛滋治理】 

（第一教學大樓 B1 演藝廳） 

重探「治療作為預防」：當代愛滋醫藥治理中

的性別、健康與生命政治 

主持：李夢萍／社團法人中華民國台灣懷愛

協會主任 

協同主持：柯乃熒／國立成功大學護理學系

教授 

①從可治到不可測：愛滋「治療作為預防」

的生命政治意涵 

引言：李佳霖／國立交通大學社會與文化

研究所博士生 

②愛滋個管師與感染者的專業關係與互動情

境－以協商雞尾酒療法為例 

引言：潘柏翰／國立台灣大學健康政策與

管理研究所碩士 

③男同志感染者「見證罹病」觀點中的情慾

實踐 

引言：陳遵宇／東海大學社會學系碩士班

碩士 

與談／評論： 

李佳霖／國立交通大學社會與文化研究

所博士生 

柯乃熒／國立成功大學護理學系教授 

【論文發表 3：性／別醫學】 

（勵學大樓三樓半視聽中心） 

主持：呂佩穎／高雄醫學大學醫學系醫學人文與教育學科教授兼主任 

①探討女性痛風病人的用藥安全－以降尿酸藥-Allopurinol 藥害救濟審

議案為例 

發表：林易鈴／國立陽明大學科技與社會研究所碩士生 

評論：林東龍／高雄醫學大學醫學社會學與社會工作學系副教授 

②心臟衰竭病人生活品質及其相關因素之性別差異探討 

發表： 

施孟綾／高雄醫學大學附設中和紀念醫院護理師 

周汎澔／高雄醫學大學護理學系教授 

評論：李香君／高醫大助理教授、附院心臟血管內科主治醫師 

③前十字韌帶損傷患者術後藉等速肌力訓練健康照護管理在性別上之差

異性分析 

發表： 

李孟思／高雄醫學大學附設中和紀念醫院護理師 

吳明蒼／高雄醫學大學臨床醫學研究所所長、高雄市立小港醫院環境

職業醫療中心主任 

李佳玲／高雄醫學大學醫學系復健醫學科助理教授、高雄市立小港醫

院復健科主任 

戴嘉言／高雄醫學大學環境職業醫學博士學位學程教授、高雄醫學大

學附設中和紀念醫院健康管理中心主任 

評論：許妙如／高雄醫學大學物理治療學系主任 

16:50-17:05 休息，茶水（第一教學大樓一樓川堂） 

17:05-18:35 【圓桌論壇 4：護理人員揣共】 

（第一教學大樓 B1 演藝廳） 

主持：周汎澔／高雄醫學大學護理學系主任 

醫療職場的性別盲與改進之道 

引言： 

林盈慧／高雄醫學大學附設中和紀念醫

院護理部副主任、護理人員訓練

【論文發表 4：同志與健康】 

（勵學大樓三樓半視聽中心） 

主持：黃楷翔／台灣同志諮詢熱線協會南部辦公室主任 

①性取向屬少數之男性族群在兒童青少年期遭受霸凌經驗 

發表： 

顏正芳／高雄醫學大學醫學系精神科教授 

陳牧宏／台北榮民總醫院精神部主治醫師、國立陽明大學醫學系兼任



室主任 

劉美芳／輔英科技大學護理系講師 

徐畢卿／國立成功大學護理系教授 

 

講師 

評論：張盈堃／國立政治大學教育學系副教授 

②以社會心理模式初探男同志生理健康之風險及保健因子 

發表：鍾道詮／東吳大學社會工作學系助理教授 

評論：簡晉龍／高雄醫學大學心理學系助理教授 

③長照從業人員對於 LGBT 社群性別態度之研究：以高雄市三間護理之

家長照人員為例 

發表：洪宏／高雄醫學大學高齡長期照護研究所碩士生 

評論：劉杏元／長庚科技大學護理系副教授 

18:35-20:00 晚餐（濟世大樓九樓 CS915） 

 

2016 第 14 屆性別與健康研討會【多元性別、社群與生殖科技】第二天會議議程 

105 年 10 月 15 日（六） 

08:30-09:00 報到（郵局前廣場） 

09:00-10:15 【圓桌論壇 5：醫療中的同志】 

（國研大樓二樓 IR201） 

主持：郭書琴／國立成功大學法律學系副教

授 

從同性伴侶註記、醫療法與病人自主權利法

談同志醫療權利現況與未來 

①從醫療法、安寧緩和醫療條例與病人自主

權利法談同志醫療權利的現狀與未來 

引言：鄭子薇／公民同志平權推動聯合會 

②醫療實務現場關係人、醫療代理人落實的

阻礙與落差 

引言：徐志雲／衛生福利部金門醫院精神

科醫師 

③從同志運動角度談同志醫療權利改革與醫

療代理人制度的可能 

引言：杜思誠／台灣同志諮詢熱線協會政

策推廣部主任 

【論文發表 5：生育科技】 

（國研大樓三樓 IR301） 

主持：詹德富／高雄醫學大學醫學系婦產科教授兼附設醫院婦產部產科

主任 

①監管母嬰健康風險：人工協助生殖科技的資料登錄與公共報告 

發表： 

吳嘉苓／國立台灣大學社會學系教授 

鄧宗業／國立陽明大學醫務管理研究所副教授 

雷文玫／國立陽明大學公共衛生研究所副教授 

謝新誼／台大社會系專任研究助理 

評論：詹德富／高雄醫學大學醫學系婦產科教授兼附設醫院婦產部產

科主任 

②出走的女體：全球化的生殖醫學跨國施作 

發表：孫佳婷／國立交通大學社會與文化研究所博士生 

評論：胡郁盈／高雄醫學大學性別研究所助理教授 

③荷蘭第一代華人移民女性使用 kraamzorg (產後照顧服務) 經驗研究 

發表：黃淑怡／荷蘭烏特列支大學性別研究博士 

評論：沈靜茹／高雄醫學大學附院婦產科主治醫師 

10:15-10:35 休息，點心（國研大樓二樓） 

10:35-12:05 【專題講座 2】題目：全球的液體，卵子和尿液的文化經濟 

（國研大樓二樓 IR201） 

主持：張中興／中國醫藥大學附設醫院皮膚科主任 

主講：Prof. Charlotte Kroløkke／南丹麥大學文化研究與生殖醫學系教授 

回應：吳嘉苓／國立台灣大學社會學系教授 

12:05-13:05 中餐（國研大樓二樓 IR201 外領餐盒） 

與外賓 Prof. Charlotte Kroløkke 交流 12:30─13:30（國研大樓二樓 IR209） 

高醫大性別所招生說明會（國研大樓二樓 IR207） 



13:05-14:20 【圓桌論壇 6：多元生育的困境與實踐】 

（國研大樓二樓 IR201） 

主持：郭素珍／國立台北護理健康大學護理

助產所教授 

①高雄市橋頭溫馨助產所的前生今世 

引言：余雪招／高雄縣助產士工會理事長 

②好孕工作室的經驗分享 

引言：陳鈺萍／許世賓婦產科診所醫師 

③生產計劃書的實踐 

引言：吳堃銘／鳳山誠愛診所、林克臻婦

產科診所醫師 

④助產人力培育與制度的困境 

引言：鄭涵馥／輔英科大助產系助理教授 

【論文發表 6：跨性別與醫療】 

（國研大樓三樓 IR301） 

主持：丘愛芝／國際陰陽人組織中文版創辦人 

①台灣性別變更政策的跨性別主體觀點—質性訪談研究 

發表： 

徐志雲／衛生福利部金門醫院精神科醫師 

杜恩年／臺大醫院新竹分院精神部兒童青少年精神專科主治醫師 

簡意玲／臺大醫院精神醫學部主治醫師 

評論：張淑卿／長庚大學人文及社會醫學科副教授兼科主任、林口長

庚醫院兒童內科部副研究員 

②自我一致性對於 FTM 跨性別者在接受變性手術意願之影響 

發表： 

林其瑾／台大醫院臨床心理中心臨床心理師 

徐志雲／衛生福利部金門醫院精神科醫師 

杜恩年／臺大醫院新竹分院精神部兒童青少年精神專科主治醫師 

簡意玲／臺大醫院精神醫學部主治醫師 

評論：林彥慈／台南應用科技大學通識教育中心兼任講師、跨性別議

題工作者 

③有關性徵醫療自主的運動筆記 

發表：陳薇真／跨性別倡議站發起人 

評論：陳美華／國立中山大學社會學系副教授 

14:20-14:40 休息，點心（國研大樓二樓） 

14:40-15:55 【論文發表 7：癌症篩檢】 

（國研大樓二樓 IR201） 

主持：傅大為／國立陽明大學科技與社會研

究所教授 

①醫療觀點下的女性健康風險管理－以子宮

頸抺片與 HPV 篩檢爭議為例 

發表：王業翰／衛福部立基隆醫院解剖病

理科約用醫師 

評論：黃淑英／台灣女人連線常務理事 

②「早期發現，早期預防，早期治療」？：

生物醫療化趨勢下的乳癌篩檢工具與預防

政策之探討 

發表：鄭斐文／東海大學社會學系副教授 

評論：王秀雲／國立成功大學醫學系副教

授、STM 中心主任 

③乳癌病患的求醫行為與社會網絡 

發表：郭淑珍／國防醫學院通識中心副教

授 

評論：鄭斐文／東海大學社會學系副教授 

【工作坊－性別與健康：靈性體驗與實作】 

（濟世大樓 B2 舞蹈教室） 

主持：林津如／高雄醫學大學性別研究所所長 

 

如何運用靈性力量，促進身心的健康？這個工作坊邀請您來一趟體驗之

旅，而後主持和參與者一起探討與分享如何運用靈性力量於自己所關心

的性別與健康領域。這場次的主體，是您！ 

 

15:55-16:10 休息，點心（國研大樓二樓） 

16:10-17:10 性別與健康的軌跡與願景：成令方教授退休回顧（國研大樓二樓 IR201） 



主持：林津如／高雄醫學大學性別研究所副教授兼所長 

引言人： 

成令方／高雄醫學大學性別研究所教授 

吳嘉苓／台灣大學社會學系教授 

張廷碩／三軍總醫院北投分院醫療部精神科醫師 

王紫菡／高雄市原住民婦女成長協會 專案經理人  

楊幸真／高雄醫學大學性別研究所教授 

張中興／中國醫藥大學附設醫院皮膚科主任 

17:10-17:30 頒發性別與健康研究生論文獎（國研大樓二樓 IR201） 

 



二、參與狀況： 

2016 年第 14 屆性別與健康研討會於 105 年 10 月 14 日及 10 月 15 日在高雄

醫學大學盛大展開。基於「性別與健康」的相關研究已在台灣深耕廿餘年以及近

年年在醫界所提倡的「性別創新」與 「多元文化融合醫療」的聲音逐漸崛起，

本屆的研討會除了以性別、醫療為主要的研討會方向外，更把性別的多樣性也納

入圓桌論壇的主題中。例如：「同志家庭與人工生殖」、「護理人員踹共」、「性別

與健康工作坊：靈性體驗與實作」，「醫療中的同志」等等。藉由不同面向的討論，

得以激發在性別與醫療界相關從業人員多元地思考與在職場中對於醫療多元文

化有更深的包容與實踐！此外，本次研討會更邀請了來自瑞典的 Sylvia Maatta

與來自丹麥的 Charlotte Krolokke 教授來進行「瑞典健康中心推動性別主流化之

經驗談」以及「卵子與尿液在全球流動的文化經濟」專題演講，替為期二日的研

討會增添了跨國研究交流的良好互動。 

Sylvia Maattar 教授在第一天的專題講座中指出，即便瑞典在健康照護方面

的規劃是從國家到都級政府(即地方政府)制定了由上而下的照護方針，但在照護

系統的推展下，卻未能適當地將「性別平等」的愾念納入其中。例如女性在心臟

疾病的治療上，並沒有得到足夠的治療、男性的心理治療較不被重視。於是，中

心於 2011 年起，陸續推動一系列「性別平等照護計畫」，其中，包含了針對新移

民女性為主的健檢計畫、主辦「子宮頸抹片週」藉此能讓更多女性能接受子宮頸

抹片定期檢查，更期望能服務到更多地處偏鄉的女性！最後，教授希望能夠繼續

朝著性別平等與健康照護方面持續做相關研究，了解不公平在瑞典的社會中如何

產生？又或者醫護人員與病人應該如何意識到健康照護的「公平性」問題，是教

授未來想要持續努力的議題。 

另外，在第二天的專題演講中，來自丹麥的 Charlotte Krolokke 教授以「卵

子與尿液在全球流動的文化經濟」為題 ，提到與全球性液體的概念作為一種理

論框架與分析策略，凸顯出生殖性物質如何在多個方面達到全球的實質效益並易



於和取金錢的品質。Charlotte Krolokke 教授以 Catherine Waldby與 Robert Mitchell

為例，她認為那些在過去被認為是生殖廢棄物的尿液，實際上它是被賦予在生殖

性捐贈上獲得新的價值，使得許多不孕症婦女重獲生殖的機會，對於供應者而言

是廢棄物，但對接受者卻是寶貴的！Charlotte Krolokke 教授主張卵母細胞與尿液

因其狀態而有著不同商品市場。同時，也注意到一種針對生殖廢棄物與價值的女

性主義文化政治，將受益於超越對於交換「什麼」的著眼，轉變為檢視特定部分

可交換的「行為」。 

除了二位外國學者的專題演講，研討會中還有令人驚艷的圓桌論壇及探討性

別靈性健康的工作坊。在「同志家庭與人工生殖」論壇，播放了「擇愛成家」影

片，並邀請到「同志家庭權益促進會」的成員來談談，以一個女同性戀者的角色

要擁有一個孩子，所必需要花費的精神與力氣是多麼地巨大！此外，也和來自各

方的醫療從業人員與與會來賓一同探討多元生殖的可能以及在醫療的體系中，性

別的差異化如何被漠視，成為「醫療職場中的性別盲」。 

然而，在提升護理人員的性別敏感度之餘，同志伴侶在醫療的關係中，仍然

是處於極度尷尬的處境。衛服部金門醫院精神科醫師徐志雲指出，雖然政府已明

文通過同性伴侶註記，但倘若同性伴侶發生意外或因病需要手術開刀時，該同志

伴侶的另一半在簽署手術同意書的定義上確實在醫護人員界中存在著疑慮。這也

使得已註記同志伴侶是否可以成為其另一半之醫療代理人產生灰色地帶。進而成

為提升醫護人員性別平等概念的阻礙。徐醫師期許，有朝一日同性伴侶可在法律

上受到應有的保障，成為其另外一半的醫療代理人。  

在這個貫徹異性戀主流的社會，要向大眾宣告同性戀想要領養小孩是極需很

大的勇氣與努力，透過真實案例的分享，更讓與會來賓更加瞭解其困難之處；而

對醫護人員而言，在這個「男醫女護」的多數性別比例中，又有多少窘境是身為

「女醫師」和「男護理師」需要被克服？經由多方的討論與對話，更是開啟新的

「改革」頁！為整場研多了幾分畫龍點睛的效果！另一方面，在性別領域中，「性

別的靈性與健康」更是身處在高度緊張的社會大眾更應該去正視的！透過「零極



限」的心靈療癒，讓我們的「身、心、靈」都可以得到洗滌與平靜。 

研討會最後，在 7 篇研究生論文中競逐出 1 篇獲得優秀論文獎，得主為長庚

大學醫學系于政民同學。為期兩天的「2016 第 14 屆性別與健康研討會」就在 7

場論文發表，6 場圓桌論壇，2 場專題演講，共計 21 篇論文發表、9 篇海報論文

發表、18 場相關議題的圓桌論壇中告一段落！現場一共吸引了 486 人次一同共

襄盛舉！場面相當地熱絡，不僅讓與會來賓可以在研討會中獲取新知，還可以和

來自各國四面八方的人們進行討論與交流！讓兩天的研討是既充實又圓滿成功

地結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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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到處 海報發表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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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10/14 王秀紅副校長開場致詞 Prof. Sylvia Määttä 專題講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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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討會實況 研討會實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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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10/15 劉景寬校長開場致詞 Prof. Charlotte Kroløkke 專題講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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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討會實況 研討會實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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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討會實況 優秀論文獎頒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