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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Too運動源自於好萊塢知名製作人 Harvey 

Weinstein在 2017年 10月被指控長期

以來利用其權勢性騷擾甚至性侵多位

女性的事件，激起各界對於性騷擾問題

的討論與關注，許多受害者紛紛鼓起勇

氣說出自己的遭遇，挺身揭發那些高社

經地位並擁有成功專業形象的男性上司

如何在職場中挾權勢性騷擾的醜態。然

而，#MeToo運動在臺灣並未如歐美一

樣引起廣大迴響，也尚未有重要人物出

面自我揭露，或許是由於臺灣向來極少

公開討論這類行為，加上社會充滿檢討

與譴責受害者的思維，導致多數受害者

寧可保持沉默隱忍，也不敢承擔在通報

舉發之後可能為自己帶來更多的懷疑、

羞辱，以及各種威脅。

其實，性騷擾可能發生在任何領

域、任何性別；性騷擾從來不只是性，

而是涉及權力與支配。當性騷擾發生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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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療父權與科層體制盤根錯節的白色巨

塔當中，是否會有什麼特殊樣貌？個人

與組織對於醫療職場性騷擾的理解、因

應與處理，主要涉及哪些因素？而醫界

本身對於性騷擾事件的態度與相關論

述又反映出什麼樣的性別文化、權力關

係，與結構不正義？ 

一個由醫學生與住院醫師組成，以

改善醫師職場勞動環境為號召的倡議團

體，「醫師勞動條件改革小組」在今年

（2018年）5月公布了「醫師職場性別

友善問卷調查報告書」（以下簡稱「調

查報告書」），針對醫師職場的性騷擾

以及懷孕、生產與育兒的友善程度，提

出現況觀察與改善建議。這份報告雖非

正式的學術研究，但由於收案人數將近

600位醫師，而且問卷結果指出「80%

女醫師與 63%男醫師曾遭遇職場性騷

擾」的極高比例，陸續受到關注與討論。

本文以該報告為出發點，兼及相關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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嘗試點出臺灣醫學教育與工作環境中性

騷擾與性別歧視現象的特色，並介紹美

國醫界如何藉由 #MeToo運動所帶來的

社會對性騷擾議題之正視與意識提升，

促使醫學院內部改變，改善醫療的教育

與工作環境。至於臺灣醫界是否可能趁

著這波運動而有所作為，則仍待觀察。

臺灣醫學教育與工作環境中的性

騷擾與性別歧視

一般人對於醫學教育與醫療職場性

騷擾議題的理解常侷限於老師對女學生

毛手毛腳，以及醫療人員與病人之間，

尤其是醫師對於女性病患與女性護理師

的性騷擾關係，較少注意到引發這些事

件背後的結構與制度性因素。

臺灣關於醫療場域的性騷擾議題

早在 2002年《兩性工作平等法》（現

為《性別工作平等法》）制定公布之前

就已有文章提及（當代醫學，2000）。

在法案訂定過程中曾發生一起林口長庚

醫院楊姓護士遭沈姓醫師性騷擾案，其

勇敢揭發事件並與體制長期艱苦抗爭

的心路歷程已拍攝成臺灣本土首部反性

騷擾紀錄片《玫瑰的戰爭》（陳俊志，

2002），而相關議題的討論從那時起亦

不曾間斷（婦女新知通訊 2001 年 8 月

號）。早期探討內容主要是醫師身體檢

查時與病人肢體接觸（楊聰財、魏兆

玟，2009），以及醫師與護理師互動中

可能產生的糾紛（林秀美、陳 、莊世

杰，2006），到了近期才開始有對於醫

師之間性騷擾的討論。而雖已有人提出

在職場中權力關係的不對等是造成性

騷擾的原因之一（呂蕙美，2011），部

分文章仍將其視為個案，並多建議以較

和緩的方式處理，希望不要因此影響醫

療職場的和諧（當代醫學，2000、張君

威，2016）。

「調查報告書」指出，醫學教育與

職場的性騷擾及後續申訴處理的方式皆

與工時有關—「每週工時超過 80小

時者，遭遇性騷擾的頻率、曾親身經

歷或目擊同事與病人遭上級或雇主騷

擾的比例，較工時符合 80 工時標準者

高」；「在曾遭遇性騷擾卻沒有使用申

訴機制的醫師中，約 60%表示自己是

因為覺得沒時間或心力處理所以未進

入性平程序。」再者，性騷擾經歷也

與職級、科別相關—「外科系女醫

師（59.09%）與年資較低的不分科女

住院醫師（67.5%），與內科系女醫師

（39.60%）相比，遭到騷擾的比例顯

著較高。」這與 20年前（當代醫學，

2000）對於刀房文化與性騷擾之間相互

關聯的觀察無多大改變。此外，相較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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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志嘉（2011）將性騷擾侷限於「男女

之間」，忽視了男性受性騷擾的可能，

林靜儀（2010）與「調查報告書」將視

角延伸到男性，並提到陽剛期待可能是

男性被騷擾者不願也不被揭露的原因，

尤其，「調查報告書」更指出曾受過性

騷擾的男醫師並無任何一人使用過申訴

管道。可見醫療場域中的性騷擾乃至性

別相關議題探討，仍有許多發展空間。

雖然目前各醫院依法都應設置性騷

擾申訴機制，但「調查報告書」發現，

遭受性騷擾者僅有 3%使用過該種申訴

管道。而之所以未申訴，除了沒時間或

心力處理（60%）之外，也包含「擔心

進行申訴過程中私人資訊或事件過程

不保密」（42%）、「覺得就算向該管道

尋求協助也沒有用」（50%），以及「擔

心來自醫院或上級的不利處分、壓力」

（33%）等原因。

潛藏在醫學教育與職場性騷擾背後

的深層因素，主要來自於醫學教育與工

作環境的多重特殊性：醫學養成過程中

特殊的師生關係（師徒制），特殊的訓

練方式（潛在課程—醫師的言談與身

教），醫療體系特殊的階層結構與封閉

環境，一路從教室延伸到職場的權力關

係。種種交織糾葛的體制與文化脈絡，

共同滋長並合理化性別不平等的醫療教

育與勞動環境，不但傷害醫學生與醫師

的身心健康與人格尊嚴，也影響病人安

全及醫療品質。遺憾的是，臺灣醫界似

乎並未重視這種現象，而美國對此議題

則早已有過系統性的調查，並提出許多

具建設性的處理方式。

美國醫學院對性騷擾的態度與作為

根據美國醫學院學會（Association 

of American Medical Colleges）所做的

2017年性騷擾調查報告，14,405名學

生中有 33%指出曾經歷過性別歧視、

種族歧視，或遭受到建立在性別、種

族、性傾向或性別認同上的貶低。其中

性騷擾數值於 2013年以後即呈穩定，

無下降趨勢。另一份針對 1,719位曾在

2006-2009年獲選美國國家衛生研究院

（National Institutes of Health）學術獎

勵的年輕醫學研究學者所做的性騷擾

調查中，女性學者經歷性騷擾的比例為

30%，且女性遭受性別偏見與性騷擾的

經驗都比男性多。在 150位回應曾受性

騷擾的女性學者中，比例最高的兩項分

別為 92%性別歧視，以及 41%不受歡

迎的性挑逗行為。總之，不論是主流媒

體的報導或是醫學專業期刊中的研究均

顯示出，在美國或其他國家醫學院中的

性騷擾仍是重要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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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去當女性提出性騷擾申訴後，

加害人通常不會受到什麼懲罰，申訴調

查結果也不明確，導致大部分的女性都

不願意出來揭露相關案件。但隨著美國

#MeToo運動成功地揭開幾起性騷擾案

件，且相關加害人多是在各領域中掌握

權勢的男性，也包含學術與醫療領域，

皆因此得到相對應的代價，使得整體社

會開啟這方面的討論，也轉向正視職場

的性侵及性騷擾問題。

#MeToo所帶來的社會氛圍轉變對

於醫學院的影響，可以從 2018年一份針

對美國 140位醫學院長所做的問卷調查

結果來看。21位回應者中有 15位指出，

自 2016年 10月起，性騷擾案件的申訴

數目並無變化，然而其餘 6位當中有一

半卻新接獲畢業數年的女性校友們提

出對現任或前任教職員的嚴重指控，其

中一位校友更指出她曾被學校行政單位

建議不要申訴，因為這可能會危及到她

之後申請住院醫師的機會。此外，大多

數醫學院長都呈報過去幾年在教育訓練

計畫中特別提升性別與種族歧視的敏感

度，啟發更多學生勇於抱怨老師過去使

用經年的課程教材內容性別意識不足。

改變不僅限於上述面向，各領域階

層都藉由這股動能來開展行動。在國家

層級，美國國家科學基金會（National 

Science Foundation）要求，受其經費補

助的科學家若經判決性騷擾成立，必

須通報；美國國家科學、工程和醫學學

院（The National Academies of Sciences, 

Engineering, and Medicine）則補助性騷

擾及其對女性職業晉升之影響的相關研

究。在學校方面，許多醫學院開始發展

必選修的教育訓練課程，讓學生、教職

員與主管階層認識何謂性騷擾、確知其

通報義務、了解當經歷與目睹相關事件

時會受到哪些支持。各機構也開始檢討

調查機制，像是以往在加害人離職後常

會因此終結調查，現在則必須貫徹完成

全部的調查程序。

美國醫學教育評鑑委員會（Liaison 

Committee on Medical Education）主張醫

學院應採取對性騷擾「零容忍」的態度，

並且有責任建立支持性的學習環境。然

而有鑑於性騷擾仍不會根絕，各醫學院

必須確保主管機關發現問題時應當介

入，而專業學會也應該對女性會員有更

多保障。#MeToo運動在美國所引起的

公眾討論已提升整體意識且讓更多人願

意站出來發聲。當性騷擾發生率下降，

醫療的教育與工作環境將更獲改善。

臺灣醫界的#MeToo運動，然後呢 ?
相較於美國醫界的態度與決心，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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灣對於性騷擾及其後續處理過程的關注

與討論向來都是貧乏的。尤其像是醫事

人員繼續教育與醫院評鑑項目雖特別設

立性別議題，但部分醫師對此卻嗤之以

鼻，認為這些多是在教條式的宣導如何

避免性騷擾，以及教授「兩性平等」的

課程（林靜儀，2010）。

臺灣醫界有沒有可能趁著這波運

動而有所改變與作為呢？如前所述，醫

療場域長久以來有著穩固的權力階層

體制，並從教育階段一路延伸到未來

職場，而且醫師養成過程艱辛，專業性

強，轉換跑道困難，只要還留在醫界，

難保日後不會狹路相逢，影響求職與升

遷，使得個人對於性騷擾醜聞的揭露需

要付出更多的成本。由此可見，若真的

要鼓勵受害者出面指認，前提必須是要

先健全友善與保護受害者的環境。除非

位居高權者願意重視並著手改變，否則

受害人仍舊會擔心自己成為犧牲者而不

敢出面。有鑑於此，本文建議臺灣醫界

除了可參考美國在 #MeToo運動後做出

的回應，改善校內與繼續教育中的性平

意識，全面檢討當前性騷擾案件的申訴

與調查機制，提升處理機關人員與會議

資訊透明度外，期望臺灣也能採取「零

容忍」的態度面對發生於醫界不同角落

的性騷擾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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