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2 第十屆性別與健康國際研討會 

2012 10th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Gender and Health  

時間 101 年 5 月 18 日（星期五 ）第一天【議程表】 

08:30-09:00  報到  

09:00-09:20 開幕：貴賓致詞 

09:20-10:50
【專題演講】 

33 教室 

主持人：賴其萬教授（醫學院評鑑委員會執行長） 

題  目：Gender Specific Medicine after the Age of Darwin   

演講者：Dr. Marianne J. Legato（美國哥倫比亞大學臨床醫學教授） 

      

10:50-11:10 早茶休息 

11:10-12:40
【圓桌論壇】 

33 教室 

回應 Dr. Legato：從臨床醫學看性別差異醫學的發展 

主持人：于大雄教授（國防醫學院院長） 

與談人：Dr. Marianne J. Legato（美國哥倫比亞大學臨床醫學教授） 

王宗曦（衛生署醫事處副處長）   王惠珀（臺北醫學大學藥學系教授） 

樓迎統（長庚科技大學校長）     楊仁宏（慈濟大學醫學院院長）  

葉宏一（馬偕醫學院醫學系主任） 朱柏齡（國防醫學院醫學系主任）  

12:40-13:40 午餐 

13:40-15:10 【圓桌論壇】     【論文報告】 

（33 教室）會議廳一：【圓桌論壇】醫學教育與在職教育的性別觀點 

主持人：陳震宇教授（國防醫學院教育長） 

與談人：黃淑英（前立委，台灣女人連線理事長）  盧孳艷（陽明大學臨床暨社區護理研究所教授）

江  盛（馬偕醫學院助理教授）         王志嘉（三總家庭暨社區醫學部主治醫師） 

許睿琪（臺灣醫學生聯合會會長） 

（31 教室）會議廳二：性別與醫學研究 

主持人：黃旭山教授（國防醫學院藥學系暨藥學研究所主任） 

題  目：Finding Sex in Nature: Biomedical Science and Visions of Transformation in Modern China

報告人：Howard Chiang（History of Science, Princeton University） 

題  目：探討性別對冠狀動脈繞道手術病患自主管理之影響  

報告人：連如玉（北榮總醫院護理師）童恒新（台北護理健康大學副教授）  

施俊哲（北榮心臟血管外科主治醫師） 

題  目：尿失禁在醫療與保健中的游離  

報告人：陳進典、林靜儀（中山醫學大學附設醫院婦產科部主治醫師） 

張 玨（臺灣大學健康政策與管理研究所副教授） 



（32 教室）會議廳三：HIV、AIDS、同志與健康議題 
主持人：張  玨教授（臺灣大學健康政策與管理研究所）  
題  目：男同志轟趴參與的風險認知與因應策略   
報告人：鍾道詮（東吳大學社會工作學系助理教授） 
題  目：疾病的國際政治社會學：從 HIV/AIDS 與 NTDs 疾病的資源配置談起   
報告人：王偉鴻（台灣師範大學政治學研究所） 
題  目：從醫用關係視野探究女同志就醫經驗   
報告人：王紫菡（高雄醫學大學性別研究所） 
題  目：代罪羔羊?以捐血致愛滋感染遭起訴案論血液政策的不確定性   
報告人：陳奕峰（高雄醫學大學性別研究所） 

15:10-15:30 下午茶休息 

15:30-17:00 【圓桌論壇】     【論文報告】 

（33 教室）會議廳一：【圓桌論壇】新書、影片座談 

主持人：陳月枝教授（弘光科技大學護理系，台大醫學院護理系暨研究所） 

與談人：盧孳艷（陽明大學臨床暨社區護理研究所教授） 楊幸真（高雄醫學大性別研究副教授） 

謝小芩（清華大學通識教育中心教授）         張盈堃（政大幼兒教育研究所助理教授）

柯乃熒（成功大學醫學院護理學系及公共衛生研究所副教授） 

（31 教室）會議廳二：性別與健康政策 

主持人：柯毓賢教授（長庚大學醫學院人文及社會醫學科） 

題  目：更年期政策台美比較   

報告人：張  玨（臺大健康政策與管理研究所副教授）張菊惠（長榮大學醫務管理學系助理教授）

題  目：更年期女性的身體經驗   

報告人：成令方（高醫大性別研究所副教授） 

題  目：糖尿病防治政策之性別分析   

報告人：蕭偉宗（長榮大學醫務管理學研究所）張菊惠（長榮大學醫務管理學系助理教授） 

（32 教室）會議廳三：護理教育、工作與性別 

主持人：郭素珍院長（台北護理健康大學護理學院） 

題  目：某醫院重症病房護理人員面臨之倫理困境   

報告人：廖珍娟（國防醫學院護理學系副教授）蔣欣欣（陽明大學護理學系教授） 

劉永芳（三軍總醫院護理部副主任）  楊美虹（為恭醫院護理部主任） 

題  目：跨越性別職業牢籠：男丁格爾初次實習的拒絕、誤認與認同經驗   

報告人：劉杏元（長庚科技大學護理系副教授）徐瑩媺、吳曉明（長庚科技大學護理系講師） 

題  目：出走的白衣天使：新進護理人員離職經驗探討  

報告人：賴芸芸（高雄醫學大學性別研究所）成令方（高雄醫學大學性別研究所副教授） 

（34 教室）會議廳四：敘事醫學 

主持人：王珍華教授（國防醫學院通識教育中心） 

題  目：新移民男性的病痛敘事     

報告人：顏芳姿（國防醫學院通識教育中心助理教授） 

題  目：母親、阿姨與我：罕見遺傳疾病的敘事探究   

報告人：林昱辰（陽明大學科技與社會所研究所） 

題  目：肺結核與母職論述---考掘女作家蘇青的肺病真相   

報告人：林秀青（成功大學中文研究所） 

17:30-19:30 貴賓晚宴 



 

時間 101 年 5 月 19 日（星期六 ）第二天【議程表】   

08:30-09:00 報到 

09:00-10:30 【圓桌論壇】     【論文報告】 

（34 教室）會議廳一：【圓桌論壇】性別與醫療史研究 

主持人：王秀雲教授（成功大學醫學科技與社會研究中心） 

與談人：傅大為（陽明大學科技與社會研究所教授） 張淑卿（長庚醫學院人文及社會醫學科副教授）

林宜平（陽明大學科技與社會研究所副教授）姜學豪（History of Science, Princeton University）

（31 教室）會議廳二：健康、健康行為與性別差異 

主持人：高森永教授（國防醫學院教務處長） 

題  目：Income Inequality and Gender Disparities in Physical/Functional Wellness and 

Psychological Wellbeing: A multilevel Analysis     

報告人：翁志遠（輔仁大學社會系助理教授）胡克威（輔仁大學社會系） 

題  目：兩性在性行為議題的差異    

報告人：呂詩潔（University of Oklahoma） 

題  目：利用傷害型態辨識親密伴侶暴力受虐者 

報告人：鄭倩樺（國防醫學院公共衛生研究所） 

（32 教室）會議廳三：性別、文化與健康議題   

主持人：曾雯琦教授（三總護理部主任、國防醫學院護理系副教授） 

題  目：國家文化與性別的互動：以當代中國痲瘋病防治為例   

報告人：劉紹華（中研院民族學研究所副研究員） 

題  目：剖腹產文化在台灣的生成    

報告人：官晨怡（中央院民族所博士後研究員） 

題  目：預料之外的放鬆功效 Rush(Popper)、男同志與社會的相互形塑史    

報告人：謝新誼（台灣大學社會研究所） 

10:30-10:40 早茶休息 

10:40-12:10 【論文報告】 

（31 教室）會議廳一：生育的性別政治 

主持人：武國璋主任（三總醫院婦產部生殖內分泌科） 

題  目：規範未婚女性：人工協助生殖科技與社會排除     

報告人：吳嘉苓（台灣大學社會系副教授）  

題  目：從節育論述與技術看民國時期的生育政治（1920s-1940s）    

報告人：吳燕秋（中央研究院人社中心博士後研究員） 

題  目：人口控制之子宮內避孕器的誕生：社會技術網絡的分析觀點   

報告人：黃于玲（中央研究院社會學研究所博士後選人培育計畫學員） 

題  目：從「性別篩檢」談台灣的生殖科技與政策    

報告人：蕭利澄（台灣大學國家發展研究所） 



 

（32 教室）會議廳二：性別與健康照護 

主持人：蕭妃秀教授（台大醫學院護理系暨研究所） 

題  目：論述第二代抗精神病藥物 Clozapine 在精神醫療中的性別議題 

報告人：劉盈君（國防醫學院護理學系的兼任講師，陽明大學護理學系博士班） 

題  目：虛構的感動是如此不真實—論台灣親密關係暴力防治工作之現代性困境    

報告人：黃志中（阮綜合醫院家庭醫學部主任） 

題  目：社區失智症病患的主要照顧者照顧困擾與憂鬱情緒之性別分析研究   

報告人：謝佳容（台北護理健康大學護理學院助理教授）張玨（臺大健康政策與管理研究所副教授）

劉引玉（國軍松山醫院副護理長）巫秀鳳（兆如安養護中心養護部主任） 

（34 教室）會議廳三：性別、知識與技術 

主持人：傅大為教授（陽明大學科技與社會研究）  

題  目：鎘、米與女人：環境及職業健康危害研究中的性別與種族  

報告人：林宜平（陽明大學科技與社會研究所副教授） 

題  目：打造「廚房電化、幸福家庭」的技術，1960-1970s   

報告人：秦先玉（清華大學歷史所博士） 

題  目：篩檢知識論述下的女人身體：以台灣乳房攝影為例   

報告人：陳姿琪（陽明大學科技與社會研究所） 

題  目：安置其所與不得其所--女性腦瘤病患的時間地理學研究   

報告人：廖哲強（台大生物產業傳播暨發展所）羅雲灝（清大工程與系統科學系） 

蔡明瀚（政治大學公共行政系） 

12:10-12:30 
31 教室 

【研究生論文獎頒獎】 

主持人：吳嘉苓教授（台灣大學社會學系） 

        林宜平教授（陽明大學科技與社會研究所） 

頒獎人：黃淑玲主任（國防醫學院通識教育中心） 

12:30- 閉幕：賦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