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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社會學  (Sociology of Health and Illness) 
東海大學社會系課程 1811， 2010 春 

 

授課教師：	 王維邦 (weipang@thu.edu.tw，04-23590121-36315) 
上課地點與時間：	 SS 312-2, 週三 14:10-17:00  

Office Hours：	 SS 541, 週四 10:00-12:00 或另約時間 
 

課程簡介	 

健康社會學（Sociology	 of	 Health	 and	 Illness）是以社會學觀點來探討與個人息

息相關的健康與醫療現象之領域。換言之，健康社會學者的提問如：「生老病

死」僅僅是個人的生命經驗或是反映著社會結構對個人生活的影響力？為何偏

遠地區的人們有較低的平均壽命？為何勞工或計程車司機有較高的嚼檳榔比例

？男性與女性又是否有顯著的健康差異？而當個人有醫療需求時，他又面臨著

怎樣的醫療環境？病人與醫生呈現著何種關係？醫療專業權威又是如何取得？	 	 

健康與病痛社會學這門入門性課程不僅將介紹此領域所涵蓋的重要學術概念與

議題，並將藉由多元的經驗性研究發現（如針對以上問題的研究）來豐富學生

們對於台灣社會的了解。本課程可歸類為三個單元。第一單元<健康「的」社

會學>討論此領域的興起與解釋為何社會學家要研究健康與醫療議題。第二單

元<健康與疾病之社會根源>探討社會結構與文化是如何影響個人生理層面的健

康與病痛。第三單元<醫療專業的建構、組織、與權力>則介紹當代醫療專業建

構與組織之多重面向。	 

	 

課程教材  

本課程以講課與討論為主，並鼓勵同學多參與討論，故要求同學「課前」即對

相關書目詳細閱讀。主要閱讀書目為《醫療與社會共舞》（2008，成令方主
編，群學出版）、《健康社會學導讀》（2009，Barry and Yuill，郭寶蓮、黃俊
榮譯，韋伯文化出版）、及各單篇健康社會學相關補充選文。如有增加的中英

文教材將另行宣佈。 課程相關資訊將置於網頁: http://elearning.thu.edu.tw，請同
學多加利用。 
 

課程評分  

個人影片心得： 20 %（共兩份，各佔學期總成績10%） 
期中考試： 30 % 
期末考試： 30 % 

小組期末報告：	 10 % 
課堂出席與討論： 10 % （除正式請假，點名三次未到，一律重修） 
 
關於考試、心得報告與小組期末報告的相關標準與格式將於課堂另行宣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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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進度與閱讀書目  

W1	  (2/24)	   課程簡介與自我介紹  
  
ㄧ、健康「的」社會學  
W2	  (3/3)	   健康與醫療社會學導論  
	   Barry and Yuill，2009，《第二章：健康與醫學的概

念》，於《健康社會學導讀》。	 	 

林宜平，2008，<工作與健康不平等：導讀>，頁210-212
於 《醫療與社會共舞》。 	 

張珣，2008，<另類醫療：導讀>，頁2-7 於《醫療與社會
共舞》。  

 
延伸閱讀 :  
傅大為，2005，<序論>，頁13-35 於《亞細亞的新身體》， 台北：群

學。 
林國明，2002，<朝向醫療社會學創造性的對話與整合：醫療與社會

專題導論>，台灣社會學第三期，頁1-9。 
張苙雲，2003，<第一章：醫療社會學的回顧與發展>，於《醫療與社

會》，台北：巨流。 
	    
二、健康與疾病之社會根源  
W3	  (3/10)	   社會階層化與健康不平等  
	   Barry and Yuill，2009，《第六章：階級與健康》，於

《健康社會學導讀》。 
呂宗學，2008，<健康的社會不平等：以事故傷害為例>，

頁213-222 於《醫療與社會共舞》。	 
	 
延伸閱讀：	 
張苙雲，2003，<第二章：健康與醫療的社會文化面>，於《醫療與社

會》，台北：巨流。	 
胡幼慧，1991，<第三章：社會階層與健康>，於《社會流行病學》，

台北：巨流。 
W4	  (3/17)	   社會經濟地位與健康  
	   郭淑珍，2008，<檳榔與計程車司機>，頁223-230 於《醫

療與社會共舞》。 
翁裕峰，2008，<愛拼才會過勞死：以高科技產業為例>，

頁231-240 於《醫療與社會共舞》。 
影片觀賞: <奇蹟背後 RCA>	 
	 
延伸閱讀 :	 
蔡友月，2007，<遷移，挫折與現代性：蘭嶼達悟人精神失序受苦的

社會根源>，台灣社會學第十三期，頁1-69。 
W5	  (3/24)	   性別與健康  
	   Barry and Yuill，2009，《第八章：性別與健康》，於

《健康社會學導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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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秀雲，2008，<身體經驗：導讀>，頁180-182 於《醫療
與社會共舞》。 

吳嘉苓，2000，<醫療專業，性別與國家：台灣助產士興
衰的社會學分析>，<台灣社會學研究第四期，頁
191-268。 

鄧惠文，2008，<精神醫療與性別：以憂鬱症為例>，頁
241-249 於《醫療與社會共舞》。	 

	 
延伸閱讀 :	 
張苙雲，2003，<第三章: 性別與健康>，於《醫療與社會》，台北：

巨流。	 
林宜平，2008，<女人與水：性別與RCA污染的研究>，頁108-117於

《醫療與社會共舞》。  
W6	  (3/31)	   家庭，人際關係與健康  
	   胡幼慧，1991，<第六章：社會支持與健康>，於《社會流

行病學 》，台北：巨流。 
 
延伸閱讀 :	 
張苙雲，2003。<第六章：家庭與健康>。於《醫療與社會》，台北：

巨流 。 
W7	  (4/7)	   生命歷程與高齡化社會下的健康不平等  
	   Barry and Yuill，2009，《第十一章：健康、老化與生命

歷程》，於《健康社會學導讀》。 
 
延伸閱讀 : 
Mirowsky, John, and Catherine E. Ross. 1992. “Age and Depression.” 

Journal of Health and Social Behavior 33: 187-205. 
	    
W8	  (4/14)	   期中考複習  
	   影片觀賞： <明日的記憶> 
	    
W9	  (4/21)	   期中考週  
	    
三、醫療專業的建構，組織，與權力  
W10	  (4/28)	   醫療專業的興起  
	   Barry and Yuill，2009，《第三章：醫療權力與知識》，

於《健康社會學導讀》。 
成令方，2008，<醫療專業的興起與變遷：導讀>，頁38-

41 於《醫療與社會共舞》。	 
陳端容，2008，<醫師的生涯路徑與職場結構>，頁70-81 

於《醫療與社會共舞》。 
 
延伸閱讀 :	 
張苙雲，2003，<第八章：醫療：職業與專業>，於《醫療與社會》，

台北：巨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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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11	  (5/5)	   醫病關係  
	   Barry and Yuill，2009，《第四章：挑戰醫療霸權》，於

《健康社會學導讀》。	 

成令方，2008，<醫病關係的新視角：醫用關係>，頁126-
135 於《醫療與社會共舞》。	 

	 
延伸閱讀 :	 
張苙雲，2003，<第九章：醫病互動>，於《醫療與社會》，台北：巨

流。 	 
成令方，2002，<醫用關係的知識與權力>，台灣社會學第三期，頁

11-71。	 
吳嘉苓，黃于玲，2002，<順從、偷渡、發聲與出走：病患的行動分

析>，台灣社會學第三期，頁73-117。 
W12	  (5/12)	   醫療產業與市場  
	   劉梅君，2008，<走向商品化的醫療服務>，頁152-159 於

《醫療與社會共舞》。 
謝辛燕，2008，<藥商、藥師，醫師與市場>，頁160-168 

於《醫療與社會共舞》。 
 

延伸閱讀 : 
張苙雲，2003，<第十章 : 醫療機構的組織行為>，於《醫療與社

會》，台北：巨流。 
陳端容，2002，<台灣醫療產業的組織合作: 不對等合作關係運作機制

之探討>，台灣社會學第三期，頁119-162。 
陳端容，2004，<大型醫院主管職的生涯路徑與醫師職場結構>，台灣

社會學刊第三十三期，頁109-155。 
W13	  (5/19)	   醫療風險與爭議  
	   吳嘉苓，2008，<風險與醫療爭議：導讀>，頁320-323 於

《醫療與社會共舞》。 
傅大為，2008，<為什麼台灣的剖腹率高居不下？>，頁

324-332 於《醫療與社會共舞》。 
牛惠之，2008，<醫療糾紛的情、理、法>，頁358-366 於

《醫療與社會共舞》。 
柯乃熒，2008，<愛滋感染配偶的生育抉擇>，頁333-339 

於《醫療與社會共舞》。 
	    
W14	  (5/26)	   期末考復習	 
	   影片觀賞： <飛躍杜鵑窩> 
	    
W15	  (6/2)	   小組期末口頭報告  
W16	  (6/9)	   小組期末口頭報告   
	    
W17	  (6/16)	   端午節放假	 
	    
W18	  (6/23)	   期末考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