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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別平等是什麼?
性別與健康，醫療照護

江承曉
嘉南藥理大學社工系助理教授

 演講者：江承曉

 學歷：台灣師範大學衛生教育所碩士

 現職：嘉南藥理大學社工系助理教授

教育部性別平等教育師資人才庫講師

教育部校園性侵害與性騷擾事件調查

人才庫專家委員

教育部與衛生署國民健康局健康促進

學校中央輔導團輔導委員

教育部國中小非專教師健康教育專業

教學能力提升計畫中央輔導委員

台南市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委員

 訓練執照：諮商心理師，諮商督導

性教育師，催眠治療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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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EDAW的精神
《消除對婦女一切形式歧視公約》

• CEDAW公約的主要精神：

1.讓女性享有完整人權

2.清楚界定歧視女性及性別的定義

3.政府要承擔消除歧視的責任

4.鼓勵民間團體參與監督

性別主流化

性別主流化 （Gender mainstreaming）
是聯合國在全世界推行的一個概念。

性別主流化係指任何計畫性活動（含立
法、政策或策劃）對女性和男性影響的
一個評量過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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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該政策須分別進行對女性和男性影響的
分析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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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別平等教育法》

「性別平等教育」係指以教育方式消除
性別歧視，促進性別地位的實質平等。

性別平等教育，性別平等教育相關課程
，應涵蓋情感教育、性教育、認識及尊
重不同性別、性別特徵、性別特質、性
別認同、性傾向教育(多元性別)，及性
侵害、性騷擾、性霸凌防治教育等課程
，以提升學生之性別平等意識。

性別與健康、醫療與照顧

行政院性別平等處於107 年 12 月出版

從CEDAW到性別主流化，以性別議題取代
婦女議題，重視的是對於目前社會既有
性別權力結構的改變，以及當性別遇上
醫療與健康時，我們還必須了解性別與
性傾向、年齡、種族、族群、社經地位
／階級、宗教信仰…等等因素的交互作
用與相互關係。

認識多元文化與多元性別文化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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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元族群文化
多元族群文化就是為兼顧不同性別、種族
、宗教與社會階層等等族群的需求，實現
合理多元價值理想所設計安排的工作設計
與服務。

具體目的在提供少數族群均等與平等的教
育/工作/服務機會，使醫療機構認識、接
納並肯定文化多元的價值，增進對己文化
的反省與對異文化的了解，從而發展積極
的人際態度，並促成族群的和諧共存。

你認識你服務的對象的不同性別、種族、
宗教與社會階層等等族群的需求嗎?

為什麼醫療需要有性別觀點？

某醫學院退休教授投書報紙，認為要求
修習性別課程才允許換照，「不只是對
醫師的侮辱，也間接暗示教育的失敗」

該教授把性別教育窄化成防止「醫療性
騷擾」，認為國人「把少數敬業醫師的
完整診療行為誤解成性騷擾」。該教授
對性別教育的誤解其實代表不少醫師/
醫護人員的看法。

性別平等是一種互相尊重的人權價值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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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開醫療性別的眼

性別是一種文化--性(sex)所指的是生
物觀點上的性；而性別(gender)則是社
會和文化造成的。

衛生署 2008 年的統計，女性較男性更
多使用抗憂慮劑，也較多使用自殺通報
關懷系統，但真正採取行動自殺死亡
的男性卻是女性的2.2倍。

生理性別的差異攸關診斷治療的成效

打開醫療性別的眼
在醫療中面對到性別差異的情況也不只
限於男性對女性、女性對男性而已，甚
至是女性對女性、男性對男性也可能因
為不夠性別敏感，而出現性別環境不友
善的感受。

例如HIV/AIDS的感染與身體接觸的行為
有關而不是這人的異性戀或同性戀的身
份認同。醫護人員卻可能有對同志錯誤
的刻板印象與投射。

對多元性別的刻板印象與不敏感也會影
響醫療、健康與照顧的品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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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別核心概念-實質平等

男女/性別平等易流於形式平等或

保護主義平等，應加以辨識。

必要時需運用矯正式平等以達成實

質平等。

形式平等-
齊頭式的平等，當然不是真正的平等

 以下插圖取自「CEDAW:恢復婦女的權利」(2004,印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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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護主義的平等-
限縮了女性/兒少的平等機會

真正的平等/矯正式的平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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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正的平等/矯正式的平等
認知到是甚麼原因造成性別差異與不
平等

設計出有效手段消弭女性/多元性別
在地位與權力上之弱勢

任何忽略性別地位差異的政策或措施, 
都有可能造成不平等的結果

應用各種政策法令計畫優惠措施等方
法解決結構上的不平等

以矯正式平等促進實質平等，創造有
利的環境，消除不利於婦女/兒少/多
元性別的因素，以達到真正的平等

性別平等的意義---
每個人/性別都是平等的，
擁有同樣的價值與權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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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性別者
（男性、女性或第三性者）

應該享有平等的權利

所謂不同性別者包括跨性別者，也就是
身體性別為男性、心理性別為女性者；
或者身體性別為女性、心理性別為男性
者應該在我們的社會中享有同樣被尊重
的權利。社會不應該以「娘娘腔」或者
「男人婆」或「變態」等名詞污名化她
／他們。

不同性別者都應該可以

成為改變的行動者與受益者

台灣社會中關心性別平等議題並積極推
動者以女性較多，但如果男性也願意主
動積極、共同思考，如何打破傳統性別
角色分工與性別工作區隔的現象，男性
也可以因此既是行動者，也是受益者。

認識多元性別文化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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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別與健康、醫療與照顧

行政院性別平等處於107 年 12 月
出版

內容摘要

醫療領域之性別分工與決策參與
醫護的性別分工並非天生，而是傳統以
男性為中心的父權文化影響所致。

因此唯有社會對於某一職業的性別期待
有所改變，才能讓不同性別者都能適才
適性地選擇自身有興趣的專業。

認識疾病型態與男尊女卑的文化改變時
，會如何影響醫療專業的分工及其中的
性別關係，面對與調整之。

注意性別工作平等法之規範，注意領導
階成的性別比例，提供完善之決策參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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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神健康與性別
時常有人質疑醫學或醫療與性別的關係
，例「眼科醫師也要重視性別嗎？眼睛
還有分性別嗎？」-眼睛的主人有性別

其實疾病的表現、診斷、病因與治療，
皆可能存在性別差異，而這些性別差異
或性別相關議題是過去較少受到重視、
甚或是被忽略的議題。

落實 CEDAW的理念，消減性別刻板印象
造成之身心健康危害，破除疾病之性別
盲，提供具性別敏感度之醫療保健與相
關服務。

性別與照顧工作
運用性別主流化的觀點剖析照顧與性別
議題，家庭照顧工作，往往易被視為出
於愛的勞動或私人的女性的家務／照顧
工作。

照顧議題不只是個人/女性的事情，它是
個人、家庭、社區、國家的議題，更是
國與國之間的經濟與政治議題，譬如在
家庭與醫療機構中跨國移動的外籍看護

何透過公共照顧政策與制度設計，促使
性別更加平等，是性別主流化的議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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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性別與健康

1、生物生理影響健康與疾病：
婦女因生殖與生育需要更多健康資源和
生活品質，而非一律形式的男女平等。

2、性別不平等對婦女健康的影響：
性騷擾、暴力、隔離、忽視與偏見形成
婦女身、心不健康。

3、性別不平等對男性健康的影響：
意外事件、暴力行為、酗酒等對男性身
心傷害。

四百龍銀

父權傳統文化，男性的壓力，女性的悲哀

張宇--四百龍銀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C4_u
JmH9hmc

男尊女卑的傳統該修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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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別平等的經濟培力

建立對家務工作/長照工作/居家照護的
正確社會意識和價值，創造一個可以平
衡家務責任和給付職務的環境，理解這
些工作並不專屬於婦女負責的，男女的
分工合作很重要。

養育小孩、照顧家庭成員和瑣碎的家事
等家務工作可以在稅務和其他社會系統
中標示出來。近年來，有些國家已經在
如何將家務工作納入國家生產毛額GDP
的計算之中努力。

光譜式的性別角色特質

不論是男人或女人皆有可能擁有
各種不同的特質，且隨著情境不
同而有不同的表現，因此我們在
性別角色的表現上應尊重每一個
個體所表現出的自主行為，不應
將其區隔化與刻板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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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性戀能夠治療改變嗎?

許多醫療照護研究明確指出：聲稱能藉
由所謂「轉化」或「修復」方式將同性
戀者的性傾向轉變的行為，已被許多醫
學專業組織以「缺乏有效證據」加以駁
斥。

這些方法不僅不具醫療上之適應症，還
會嚴重危害接受治療者的健康與人權，
同時滋長對於同性戀與雙性戀的偏見和
歧視。

多元性別平等

 2010.09.18 勇敢的母親給同志小孩
的話，玫瑰少年葉永鋕的死亡促成性
別平等教育的產生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pJcP8
AfyrwY

大法官釋憲解釋，國家應保障各種性
別/性傾向的人權，影片--我的彩虹
家庭－同性戀的小孩會是同性戀嗎？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0hLHM
XFeUT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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丹麥女孩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HRshn9p
8NiY&list=PLciH5xqMCI0IBrH53FNOwP1AT
AUpOKO8A

 本片改編自史上第一位變性人 莉莉艾爾伯的
傳記，莉莉男兒時名為Einar Wegener是19至
20世紀丹麥一位變性人。她是記錄中第一個施
行性別重置手術的人，透過外科技術改變性徵
樣貌和功能的人。

「我，莉莉，充滿著活力且得到了活下去的權利
莉莉已經活了14個月，雖然看似很短

卻是非常美滿的一段生命。」

* 現在變性手術已經是一種醫療人權了

認識多元性別文化

‧多元性別群體： LGBT

‧ Lesbian（女同性戀）

‧ Gay（男同性戀）

‧ Bisexual（雙性戀）

‧ 無性戀

Transgender（跨性別）

- 酷兒、變性、扮裝、無性別

對自己的
性別認同

或性別氣質

性傾向
(喜歡的對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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婚姻平權新世紀

 台灣立法院2019/5/17三讀通過《司法院釋字
第748號解釋施行法草案》， 5/24正式上路
，成為亞洲第一個同性婚姻合法化的國家。

 美國主流媒體如《華盛頓郵報》、《紐約時
報》、BBC和CNN均在第一時間作新聞、專欄
報導，《華爾街日報》（The Wall Street 
Journal）更指出該法案的通過擦亮了台灣包
容民主的招牌。時隔三周，《華盛頓郵報》
（Washinton Post）也發表社論，指出台灣
樹立的婚姻平權里程碑，已成為世界其他國
家的表率。

各領域的性別平等很重要
 治安問題―性暴力、家庭暴力、職場工作平等與安全。

 社會文化問題―女性繼承權問題、性別歧視的言語及

精神虐待，婚姻法，子女監護權及姓氏歸屬。

 販運走私人口問題―誘拐、販賣女童及婦女，藥物控制。

 媒體傳播問題―拒絕物化女性、保護兒少、保護性侵

害受害者。

 新移民問題―尊重外配的原生文化、促進社會融合。

 貧窮女性化問題―女性經濟權、低薪化、家務分工。

 人口失衡問題―少子化，男、女嬰性別比例失衡。

 家庭照顧問題―托育、托老、殘障病弱照顧、婦女福利。

 決策與問題―任一性別不少於三分之一，破除「玻璃

帷幕」效應。性別相關法律，女性二分之一以上。

 醫療問題―應具性別敏感度，營造友善醫療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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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語

認識

無論性別為何，健康狀況如何，

均有平等的醫療照護人權

的重要性

讓每個人有平等優質且快樂的

成長/生活環境

謝謝聆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