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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屆「醫學與社會」理論暨實務研討會 

會議主題：看見健康議題中的權利與權力 
 

一、活動內容: 

    因應 2020 年新冠肺炎被世界衛生組織定義為全球性流行病後，人們在主動以及被

動的狀況下，不斷地從新聞媒體或是日常生活裡，經歷了許多健康、疾病與預防醫學的

具體現場。生態系統觀點讓我們看見疫情如何改變人與人之間的互動關係以及政府、學

校、家庭等不同系統在防疫因應措施上的協力合作。權利觀點不但讓我們看到生存權以

及健康權的爭取與捍衛，更讓我們看到以防疫之名限制醫療人員出國究竟是否侵害自由

權的爭議。而返台包機名單的優先順序，國際新聞裡病床不足產生的選擇性救治，甚至

是國際間的防疫物資攔截等權力視角讓我們看到疫情的詭譎多變以及複雜性延伸出人

們因性別、種族、貧窮、國籍等辨識性差異，所產生的權力不平等關係。 

    如同世界衛生組織所定義，「健康並非是沒有疾病而已，健康是一種生理、心理以及

社會健康的平衡狀態」。面對疫情所產生的健康照護以及社會照護需求，例如防疫社交

距離、跨國家庭成員無法團聚，甚至是安置機構的防疫因應時，第一線工作者應具備反

壓迫的行動能力，覺察種族、族群、性別、身心障礙等因素可能產生差異式對待甚至是

社會排除。因此，社會正義（social justice）議題是當前政策、研究與社會行動的重要發

展方向。 

    因應疫情產生的社會變遷趨勢，第十一屆「醫學與社會」理論暨實務研討會的會議主題

定位為「看見健康議題中的權利與權力」，期許社會學、社會福利與社會工作的視角能帶領

我們在疫情底下，進行健康與疾病的理論與實務交流。 

 

二、會議時間： 

    民國 110 年 3 月 27 日（六）上午 8 :30 至下午 4:00 

三、主辦單位： 

    中山醫學大學 醫學社會暨社會工作學系 

四、協辦單位： 

    中山醫學大學 醫學院 

五、會議地點： 

    中山醫學大學（台中市南區建國北路一段 110 號） 

六、會議報名期間： 

    民國 110 年 02 月 17 日 至 03 月 15 日止(額滿為止) 

七、報名網址： 

    https://social.csmu.edu.tw/p/423-1047-632.php?Lang=zh-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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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屆「醫學與社會」理論暨實務研討會 

大會主題：看見健康議題中的權利與權力 

   主辦單位：中山醫學大學醫學社會暨社會工作學系   協辦單位：中山醫學大學醫學院 

議  程 

   日期：民國 110 年 3 月 27 日                  地點：中山醫學大學正心樓 0112 教室 

時間 活動主題 

8:30~8:50 報到 

8:50~9:00 開幕致詞 

主持人：陳心怡 副教授（中山醫學大學醫學社會暨社會工作學系系主任） 

致詞人：詹貴川 教  授（中山醫學大學醫學院院長） 

9:00~10:10 主題演講 

二十世紀社會福利政策的回顧與前瞻--生命歷程的生物(命)政治和經濟治理 

主持人：陳心怡 副教授（中山醫學大學醫學社會暨社會工作學系系主任） 

主講人：張世雄 教  授（國立中正大學社會福利學系暨研究所） 

10:10~10:40 茶敘 

第一場次

10:40~11:55 
主持人:王篤強教授(東海大學社會工作學系教授兼樂齡生活與科技學院院長) 

時間 發表人 論文題目 

10:40~11:05 蘇俊丞 
建置社會安全網計畫下區域性社會福利服務中心輸送

模式再思 

11:05~11:30 侯建州 部落長期照顧網絡互動特性與網絡合作分析 

11:30~11:55 
洪毓婷、陳郡喬、

邱亦昕 

2019 年新冠病毒疫情大流行下基層公衛護理人員的困

境、風險與需求 

12:00~13:00 午餐 

第二場次 

13:10~14:25 
主持人:王實之副教授(臺北市立大學衛生福利學系) 

序號/時間 發表人 論文題目 

13:10~13:35 王柔捷、郭慈安 在職照顧者的職場、生活與照顧平衡探討 

13:35~14:00 楊雅琇、姚卿騰 
腦中風失能個案之家庭主要照顧者的心理壓力及社會

支持需求研究 

14:00~14:25 

高婷舲、傅瓊慧、

方錦翌、黃莉娟、

蔡昆道 

運用多元衛教輔助工具提升高齡長者糖尿病照護 

14:30~14:45 茶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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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屆「醫學與社會」理論暨實務研討會 

大會主題：看見健康議題中的權利與權力 

主辦單位：中山醫學大學醫學社會暨社會工作學系   協辦單位：中山醫學大學醫學院 

議  程 

     日期：民國 110 年 3 月 27 日                 地點：中山醫學大學正心樓 0112 教室 

第三場次 

14:45~16:00 主持人: 葉永文教授(國防醫學院通識教育中心) 

場次 發表人 論文題目 

14:45~15:10 王雅倩 針對精神障礙年輕成人之支持性教育方案的成效研究 

15:10~15:35 李小璐、張倩華 由生產醫療糾紛新聞事件-談產科醫療人員預防生產風險 

15:35~16:00 黃敏原、林立涓 
汙名效應如何掙脫與因應? 

論靈媒的現身意願與社會支持的關聯 

16:00 賦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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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屆「醫學與社會」理論暨實務研討會 

大會主題：看見健康議題中的權利與權力 

主辦單位：中山醫學大學醫學社會暨社會工作學系   協辦單位：中山醫學大學醫學院 

海報論文發表 

發表時間：民國 110 年 3 月 27 日 上午 10:10~10:40 

地點：中山醫學大學正心樓 

*請發表人依編號張貼海報，並請於「發表時間」至海報旁，進行研究成果說明。 

編號 題目 發表人 

1 影響高齡者用藥行為之研究 
陳韻如、邱馨毅、

陶怡君、陳馨俞 

2 
疫情下的社區工作-以中國醫藥大學北港附設醫院失智據

點為例 

周佳霓、傅瓊慧、

楊斯媚 

3 影響第二型糖尿病病人胰島素注射障礙的相關因素探討 
傅瓊慧、李麗雲、

黃莉娟 

4 中年成人糞便潛血反應篩檢之陽性偵測率與基本屬性探討 
陳妍錦、李麗雲、

王秀娟、林榮生 

5 探討家庭照顧者接受個案管理服務之經驗 黃昱瑋 

6 
精神及自殺個案關懷訪視計畫之服務困境初探：以新北市

關懷訪視員為例 
鄭弘昇、葉啟生 

7 看與被看身心障礙者就業困境 
江雅婷、陳心怡、

唐宜楨 

8 

Autonomy of children in medical decision making and refusal 

of treatment related to age: Social workers’ perceptions of 

rights and power 

I-Chen Tang, 

Hsin-Yi Chen, 

Hui-Lin Huang 

9 
以系統文獻回顧探討社會工作於安樂死措施中之可能定位

與發展 
陳可惠 

10 青少年網路霸凌相關之研究 莊文瑤 

11 失智症倡議行動的創意與成果分析:以大學生為例 

陳奕廷、蘇信豪、

林恩慈、謝欣蓓、

劉邦立、郭慈安 

12 發展遲緩兒童家庭的需求－六個參與療育父親的視角 吳欣儀、陳思雅 

13 哪裡不平等?:校園防疫治理下的「他者」 魏廷仲 

14 以系統性文獻回顧癌症存活者重返職場之經驗 陳盈聿 

15 青少女母親與嬰兒的互動模式初探 
翁巧鈴、李孟智、

汪淑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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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題目 發表人 

16 一般大眾對於失智症友善程度及認知調查 

劉佳雯、葉沂庭、

黃鈺雯、林汧卉、

郭慈安 

17 
兒少安置機構助人工作者之工作壓力與困境： 

系統文獻回顧研究 
張哲宇 

18 探討醫務社工面對失聯外籍移工在台醫療之處遇困境 粘郁琪 

19 多元文化醫療社會工作: 以新住民為服務對象的反思 王雅倩 

20 影響母評嬰兒健康的相關因素探討 汪淑娟、李孟智 

21 
我年輕，我想要有小孩 

早婚孕女性的特質與生育價值觀 
汪淑娟、李孟智 

22 健康行為與青少女懷孕的關聯 汪淑娟、李孟智 

23 新成年女性人口特質與其生育結果 汪淑娟、李孟智 

24 生育年齡與產後憂鬱 汪淑娟、李孟智 

25 偏鄉早期療育資源不平等之系統性文獻回顧研究 邱妍菲 

26 長期照顧機構工作人員對病人自主權利法態度之研究 
李依臻、龍紀萱、

賴郁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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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屆「醫學與社會」理論暨實務研討會 

大會主題：看見健康議題中的權利與權力 

主辦單位：中山醫學大學醫學社會暨社會工作學系   協辦單位：中山醫學大學醫學院 

論文發表人名單（依場次順序排列） 

作者 服務單位 職稱 

蘇俊丞 屏東縣政府民政處 科員 

侯建州 中山醫學大學醫學社會暨社會工作學系 副教授 

洪毓婷 長庚科技大學護理系 助理教授 

陳郡喬 長庚科技大學護理系 研究助理 

邱亦昕 桃園市桃園區衛生所 公衛護理師 

王柔捷 中山醫學大學醫學社會暨社會工作學系 碩士 

郭慈安 中山醫學大學醫學社會暨社會工作學系 副教授 

楊雅琇 國立臺南大學附屬高級中學 教師 

姚卿騰 高雄醫學大學高齡長期照護碩士學位學程 助理教授 

高婷舲 中國醫藥大學北港附設醫院  糖尿病衛教師 

傅瓊慧 中國醫藥大學北港附設醫院 副護理長 

方錦翌 中國醫藥大學北港附設醫院  糖尿病衛教師 

黃莉娟 中國醫藥大學北港附設醫院  糖尿病衛教師 

蔡昆道 中國醫藥大學北港附設醫院  內科部部長 

王雅倩 中山醫學大學醫學社會暨社會工作學系 副教授 

李小璐 大仁科技大學護理系 助理教授兼副主任 

張倩華 育英醫專護理科 老師 

黃敏原 中山醫學大學醫學社會暨社會工作學系 副教授 

林立涓 中山醫學大學醫學社會暨社會工作學系 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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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資訊： 

 
※自行開車：GPS座標(24.122771, 120.651540) 

1.國道一號北上、南下高速公路(南屯交流道) 

於南屯交流道下--->接五權西路往台中市區方向直行--->遇文心南路右轉--->直行文心南路--> 左轉建

國北路->左轉進入校本部大門->進入校本部停車場。 

2.國道三號北上高速公路(接中投公路:台 63線) 

中投公路(3.5公里處)出口往台中、大里德芳路段下中投公路--->左轉文心南路往台中市--->直行文心

南路--> 右轉建國北路->左轉進入校本部大門->進入校本部停車場。 

3.國道三號南下高速公路(烏日交流道) 

於烏日交流道下--->接環中路八段往台中市--->直行上路橋環中路七段--->下路橋後靠右側接慢車道繼

續直行環中路七段--->直行慢車道右轉復興路一段(中山路一段)往台中市--->直行復興路一段左轉文心

南路--->直行文心南路--> 右轉建國北路->左轉進入校本部大門->進入校本部停車場 

※搭乘高鐵：台中烏日高鐵站 

1.轉乘統聯客運 159號、中鹿客運 99號、99延號、800 號公車，於中山醫學大學站下車，往建國北路

(台中火車站方向)步行約 5分鐘。 

2.轉乘火車從新烏日往北至大慶火車站下車，出站後右轉建國北路步行約 6分鐘。 

3.轉乘計程車(告訴司機建國北路直走中山醫學大學，車程約 5~8分鐘) 。 

※搭乘台鐵：台中火車站或台中大慶車站 

1.至台中火車站者，轉搭台鐵通勤電車往南至大慶車站下車，出站後右轉建國北路步行約 6 分鐘。 

2.至台中大慶車站者，出站後右轉建國北路步行約 6分鐘。 

※搭乘公車(可刷悠遊卡、一卡通、愛金卡(icash)2.0上下車) 

1.搭乘統聯客運公車 53號、73號、159號、中鹿客運 99 號、99延號、800號於中山醫學大學站下車。 

2.搭乘統聯客運公車 79號於大慶火車站下車，往建國北路(台中火車站方向)再步行約 6分鐘。 

3. 搭乘全航客運公車 158號於中山醫學大學(建國北路)站下車。 

https://www.google.com.tw/maps/place/%E4%B8%AD%E5%B1%B1%E9%86%AB%E5%AD%B8%E5%A4%A7%E5%AD%B8/@24.122771,120.65154,15z/data=!4m2!3m1!1s0x0:0x40e5d305e67d95d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