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公衛報報 
賀春暨陳美霞教授榮退特刊 
  編  者  的  話   

首先小編與〈衛促會〉唐菁華理事長要先跟大家拜個早年，祝大家新年恭喜，

萬事如意。 

意義不凡的 2017 年，〈衛促會〉除了繼續推動各種議題的批判分析與專案

的實踐工作外，更卯足全力投入年底陳美霞老師的榮退研討會。並趁著

2018 的腳步剛到，趕緊將這個研討會的精彩內容整理出來，彙編成為本期

的新公衛報報，讓各位讀者感受一下這累積了數十年的能量，如何匯聚成為

現在的民間公衛改革的力量。 

首先是陳美霞老師榮退研討會籌備小組的話，籌備小組在如此短的時間內，

能推動出一個集結各方有理念的知識分子的「集體式論述的研討會」，最關

鍵的是本篇所指出的，這是為了更大的團結而努力，而非僅為了榮耀個人或

特定組織，因此每個投入的人都不遺餘力。這篇籌備小組的話，很值得大家

深入閱讀，就可以掌握本期電子報的重點精神。 

接著是全場的側寫報導，讓大家快速掌握本場次榮退研討會的重點精華。專

題演講一的側寫報導，是記錄陳美霞老師專題演講場次的記錄。包括美霞老

師分享他從海外到台灣的思想啟蒙與台灣公衛與醫療的問

題，並在學術之中投入實踐，串聯社區民眾一起投入公衛

教育的過程與收穫。更有精彩的評論對話，由杜繼平、梁

莉芳、詹澈等老師與美霞老師共同激盪、對話。 

在地行動論壇側寫報導，則是記錄了三位衛促會資深的種

籽師資－黃淑貞、黃瑰秋、周明慧分享他們投入歷程，讓

我們看到 14 年來，每位投入公衛改革志業的夥伴，他們

的努力是如何積累成今日的衛促會。 

最後，就請大家翻閱電子報，感受在字裡行間的活力與

能量，也順祝大家狗年快樂、狗年行大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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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菁華理事長的新春祝賀 

親愛的夥伴，您好， 

我是唐菁華，在此謹代表<台灣公共衛生促進協會>全體夥伴先跟您拜個早年，祝您新春

如意、平安喜樂。 

自 2003 年 SARS 事件至今，<衛促會>已邁入第十五年，感謝各位夥伴們自始至今的堅

持參與，其中的喜樂與甘苦都在我們過去十五年的人生留下刻骨銘心的回憶，這條公衛

改革的萬里長征路上，有您的支持與參與，是我們最大的喜樂、最大的力量，更是衛促

會一線工作者衝、衝、衝的最大動力。 

這些能量的累積絕對是推動<衛促會>一步步「實踐解放公衛知識，改造公衛體系」理想

的動能，迎新年之際，是對過去沉潛反思，更是展望未來的時刻，讓我們再繼續攜手為

這份無私的理想志業努力，共創<衛促會>下一個不平凡的十五年！ 

祝大家  新春如意、平安喜樂！ 

台灣公共衛生促進協會 理事長 唐菁華 暨 全體夥伴 敬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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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美霞教授榮退研討會 籌備小組的話 

榮退研討會籌備小組 

榮退研討會投注了許許多多人的心血，光〈衛促會〉就花了將近五位全職人力傾盡全力地籌

備，因為我們的目標並不是「辦一個研討會」，而是透過辦的過程中，再次連結、組織和我

們同樣有理念的夥伴，一起建構另類的公衛醫療論述，不為美霞老師個人，也不是為了讓〈衛

促會〉出鋒頭--您可能知道，〈衛促會〉一向缺乏鎂光燈的，而是希望讓一個原本立意高尚

的、以人為本的公衛醫療體系，從扭曲不堪的資本積累道路上折回來，返回更趨公平正義的

大道上。像美霞老師與〈衛促會〉這樣的思考、批判和學習，幾乎不見於主流的教育，主要

是因為台灣的學術或教育工作大多數早已脫鉤於社會實踐，更遑論在其他領域。 

我們定位這場榮退研討會是「集體式論述的研討會」，也就是說這不僅是報告人及評論人的

論述，而是全場報告人、評論人、主持人與聽眾的集體論述。 

我們邀請的對象不限於公衛專業，因為我們關心是從根本上關心台灣社會的體質問題，因此

我們誠摯地邀請所有關心台灣社會不公義及反醫療壓迫、有理念、有使命感的夥伴一起來報

名參加，同時冀盼通過研討會把潛藏在台灣各個角落，與我們理念相近的人挖掘、吸引過來，

為公衛改革注入更大的力量。 

籌備小組系統地安排專題演講與論壇討論，提供大家一次極高品質的理念及分析方法的學習

會，這場研討會所邀請的報告人、主持人和評論人近 30位，他們來自美國、中國大陸以及台

灣政治經濟、勞工、社會科學、社會發展、國家發展、公衛、醫療及公部門，他們也是過去

〈衛促會〉所連結過，且相當有理念的知識份子、實踐者。 

除了來自各界優秀的參與者外，籌備小組所規劃的各論壇間彼此串聯，各論壇的報告也是一

氣呵成，緊扣連著這個社會的生產制度---資本主義---的現況及其所造成的影響進行嚴謹的

分析批判。論壇的九位報告者自成大公衛所畢業後已進入社會，距離他們撰寫論文階段頗有

一些時間了，但因為要辦理這個研討會，他們特別作了一些了解，當初這些論文所談論的議

題，完全沒有過時，探討的現象，甚至更嚴重、加劇了。因此，論壇的九位報告人，根據他們

的論文寫下舊三與新三的觀點，舊三點是論文提出時的論述；新三點則針對近年的情勢，再

加以評判。這和過去的研討會也不同，九位報告人是做足功課，在經歷社會的淘洗後，重以

政治經濟的分析檢視問題，仍然是有效且相當有洞見的。報告人、回應人和主持人他們在研

討會之前就開始對話了，他們彼此是認真對待各自的研究和觀點。報告人不是僅有報告過去

的研究，他們也把這些人的社會觀察和自己的實踐經驗連結起來，因此有所謂的"舊三點"、"

新三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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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首 2003年，我們也是從台灣的南方開始、從成大公衛所出發，提出南方觀點的公衛醫療體

系問題，過了十多年，我們再次系統地回顧過去的論述整理，提供各界朋友一些思考的材料，

讓大家因而集結一起，匯聚顛覆這個被資本主義宰制的、不公義社會的力量。我們深信，通

過大家的努力，想必會有更多人開始意識到一個更公平正義的公衛醫療體系是有可能達到的。 

再次感謝所有參與這個集體論述的、來自全世界的夥伴們！！ 

榮退研討會專區網站 

https://goo.gl/MajTB5 

榮退研討會直播錄影 

https://goo.gl/91NWra 

榮退研討會現場照片 

https://goo.gl/rdtjg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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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goo.gl/91NWra
https://goo.gl/rdtjgP


公衛報報賀春特刊 

 

3 
 

 

  陳美霞教授榮退研討會 全場側寫報導 

 

從公衛所「陳美霞教授榮退學術研討會」再探資本主義下台灣公衛與醫療體系的根本問題及

其改造 

社團法人臺灣公共衛生促進協會  秘書處團隊 

當追求利潤超越人權變得理所當然 

當資本糖衣迷惑人心成為時勢所趨 

面對日趨市場化的公衛醫療體系 

更需要有人堅持著對人本與科學的愛和責任 

懷著憂患、提出前瞻 

在資本主義的叢林裡維護一朵蘭花的成長與開放 

綻放無私的芬芳與美麗 

--詩人，李疾 

2003年 SARS重創台灣，反映出台灣公衛與醫療體系受到商品化、市場化、醫療化等問題

的深重影響而自廢武功1，敲響台灣公衛與醫療體系的警鐘。因此，一群有志之士──陳美霞

教授、林孝信教授、成大及全台許多公衛系所的師生們──在 2003 年共同走出學術象牙塔、

攜手面向社會，以「解放公衛知識，改造公衛體系」為目標，發起「公共衛生教育在社區大學」

行動，推動社區公衛教育，將知識還諸社會，並連結公衛醫護一線人員，共同思索台灣社會面

臨到的問題與挑戰、投身社區教育，將種籽遍撒台灣的土地上。 

20年，一個公衛學者的努力，加上 15年《台灣公共衛生促進協會》的集體實

踐，只是萬里長征第一步，我的投入沒有終點。──成功大學公共衛生研究所榮譽

教授 陳美霞 

20年來投身公共衛生研究與教學、15年未曾停歇的實踐與組織工作，陳美霞教授在公共

衛生教育與改革行動中遍布的足跡，並不是榮耀個人的燦爛星火，而已然是從台灣草根社區

出發的、和數千人緊密聯繫在一起的燎原大火。因此，榮退對陳美霞教授及許多投身這份志

業的夥伴們來說，不僅不是實踐的終點，而更是回首、前瞻、再出發的起點。是以，2017年

11 月 24、25 日，在成大國際會議廳聚集並參與陳美霞教授榮退研討會
2
的 200 多人，除了是

這場行動的參與者、見證者，更是未來公衛醫療體系改造的行動者、領航者。 

在第一場專題演講「資本主義下一個公衛學者從理論研究到集體實踐之路：歷史與政治

                                                      
1 請參考陳美霞教授的短評〈公衛體系廢功，如何防煞〉。該文刊登於中國時報 92 年 5 月 11 日 A15 版時論廣

場。或參考 https://goo.gl/A8Lv71 
2 研討會相關資訊請參考衛促會網站 https://phlib.org.tw/「陳美霞教授榮退學術研討會專區」。 

https://goo.gl/A8Lv71
https://phlib.org.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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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學的視野」中，陳美霞教授介紹她的思想改變以及這 20 年來在公衛所與 15 年來在衛促

會的實踐。海外 20年的準備期，陳美霞教授不僅僅受到專業的訓練與實踐的歷練，更受到海

外保釣與左翼思想的啟蒙，進而發展出一個全新的陳美霞，一個擁有自己的主體與全新世界

觀、歷史觀、價值觀及方法論的陳美霞。返台之後，陳美霞教授在成大醫學院的公衛科（後

來的公衛所）進行教學研究工作。在研究方面，跨足公衛與醫療體系、健康不平等、工人健

康、食品安全、全球暖化與環境汙染、全球化等主題，並前後共指導了 16位研究生與 6位博

士後研究員投入相關研究。同時，在 2003 年 SARS 爆發時，如前所述，推動公衛所師生走出

學術象牙塔、面向草根社會，推出「公衛教育在社大」行動（2008年進而成立為「衛促會」），

當時成大公衛所引領「學公衛更要做公衛」的精神，迄今仍是台灣公衛學界的重要里程碑。

陳美霞教授回顧過去 20年走出大學象牙塔，奮鬥投入與「自由市場資本主義運動」拉扯對抗

的「人類自我保護運動」，雖已是她全部生命的投入，但這只是全人類萬里長征的第一步。她

個人的投入沒有終點，更期勉大家能與她繼續攜手推動這個全人類自我保護運動的集體事業。

陳美霞最後的致謝雖然匆促，然而除了感謝最親密的家人、戰友之外，還特別向她所居住的

公寓保全馬先生與高先生致謝，因為這份在生活上相互扶持、照看的溫暖，使得陳美霞教授

更堅定地走向這份以人的發展為核心的志業。 

陳美霞教授的回顧演講，籌備團隊邀請了農運詩人詹澈、「批判與再造」主編杜繼平，以

及公衛學者梁莉芳等人來對話。三位與談者中，詹澈從農運經驗呼應資本社會需要被挑戰與

改變、杜繼平從理論與歷史經驗來回應推動這份集體志業的意涵與發展方向、梁莉芳從自身

的教研經驗來呼應知識分子應該有所反思有所批判。此外，陳美霞教授在公共衛生學界的多

年戰友金傳春教授則以親身投入台灣公共衛生研究與教育的經驗來肯定並鼓勵大家要投入衛

生促進與預防工作上。 

德不孤，必有鄰。此次研討會也邀請了為這份集體志業貢獻良多的師培老師、種籽師資，

以及關心台灣社會的學者、公衛醫護一線工作者擔任評論人。同樣的，世界各角落都有為民

眾健康而努力的有志之士。這場研討會因此邀請到兩位國際學者，分別是美國新墨西哥大學

的社會系榮譽教授，同時也是美國醫療社會學界最高榮譽 Leo G. Reeder獎得主 Dr. Howard 

Waitzkin，以及北京大學國家發展研究所的李玲教授，分別針對世界、美國及中國的公共衛

生困境、政策與改革策略進行介紹分析。Howard Waitzkin 教授特別指出，若一直放任資本主

義橫行，最後便會是一場災難，因此改變這件事情是刻不容緩的，需要大家團結起來的大事。

兩位國際學者的分享與呼籲，讓這場定調為回顧與前瞻的研討會視野更加開闊了起來。 

研討會中，除了專題演講外，陳美霞教授在成大任教期間所指導的研究生更組成了三場

論壇，分別探討資本主義對健康不平等、對私有化與醫療化、對醫療專業發展的影響。這三

場論壇、九位報告者以「舊三點、新三點」的方式進行精闢且扼要的報告。「舊三點」源自各

篇論文的重要結論，「新三點」則面向該論文主題發展迄今的重要觀察，探討主軸包括原住民



公衛報報賀春特刊 

 

5 
 

健康、勞工健康、長照體系、防癆體系、衛生所發展、醫師、藥師與臨床心理師等範疇議題。

九篇論文架構起資本主義發展如何影響公衛醫療體系的樣貌，更直指資本社會的發展是促成

一個更具公平正義的公衛醫療體系最大的阻力。 

研究最重要的價值就在於對改造社會的幫助。衛促會陳奕曄秘書長的專題演講「解放公

衛知識，改造公衛體系：台灣公共衛生促進協會的理論與實踐」則與在地行動論壇「種籽師

資的能動性：集體創作與改造公衛體系的 14年實踐」緊密扣連。陳奕曄秘書長敘說衛促會 14

年來如何運用前述學術研究的理論觀點，進一步實踐──與台灣社會許許多多的學者、學生、

醫護公衛一線工作者及民眾共同認識壓迫他們的公衛體系醫療化、醫療體系市場化、商品化

的問題，開創出要顛覆資本主義制度的在地行動方案與公衛新路徑。 

接著，在地行動論壇由三位長期投入的種籽師資進一步從三個面向的耕耘經驗分享他們

參與社會改造的歷程。其中，衛促會黃淑貞常務監事分享與公部門的連結，將公部門當成戰

友與諍友，在專案執行的同時也提出建議，翻轉台灣目前公衛與醫療的現況；周明慧老師分

享 SARS時期作為醫護人員的慘痛經驗及投入衛促會跟更多有志之士、社區民眾共同將知識轉

化為守護健康、改造社會的力量的實踐歷程；衛促會黃瑰秋監事談自身非醫護也非公衛，做

為社區民眾如何因緣巧合參與進來，分享深入民間的衛促會如何推動「社區即教室，客廳是

講堂」、如何把台灣民俗文化、傳統戲曲跟公衛知識巧妙的結合、融合起來，而且就是社區民

眾來做、來發揮。更重要的是，她們三位都表達在衛促會的集體實踐，讓她們更有力量、在

這裡找到依靠，像個家！沒錯，衛促會在做的就是把受資本主義制度壓迫、箝制的「人」給

找回來。這 14年來的實踐，不正是所謂的「教育者是受教育者，受教育者也是教育者」、「由

下而上的翻轉」、「改造社會」的最佳例證嗎？ 

要給這場顛覆榮退意涵的研討會做個小結，就如同陳美霞教授所說，這幾十年來，她是

以整個生命投入進來，並不會因為退休而中止。退休，是另一個開始，她仍舊在公衛所、衛

促會進行她的啟蒙與實踐工作，同時也希望所有的有志之士一起投入，繼續《解放公衛知識，

改造公衛體系》的人類自我保護運動集體事業！ 

  

   

  

陳美霞教授分享自身啟蒙與實踐的過程 (范國棟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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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討會最後，參與者大合照：這一路上有你們真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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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美霞教授榮退研討會 專題演講一側寫報導 

資本主義下一個公衛學者從理論研究到集體實踐之路 

-歷史與政治經濟學的視野 

11 月 24 日為陳美霞教授榮退學術研討會第一

天，開場專題演講由國立成功大學醫學院公共

衛生研究所特聘教授，同時也是「社團法人臺

灣公共衛生促進協會」（以下簡稱衛促會）的常

務理事──陳美霞教授，介紹資本主義下公衛

學者的心路歷程。 

美霞教授在海外經歷了 20年的啟蒙、學習與實

踐後，清楚地確認了人生要以批判、改造與顛

覆資本主義帶來的不公義，及其造成的人與人

之間的對立或疏離為目標，推動建立一個自由、公平、正義、沒有剝削的理想社會。資本主

義制度在取代封建制度之後，帶來生產力的巨大提升，然而，資本主義制度的生存、發展與

擴張，是建立在剝削關係與掠奪手段之上的，而此一不公義的制度也成為當代人類苦難、矛

盾、衝突、危機，以及種種異化問題的根源。台灣身處世界資本主義體系，自然也無法倖免

於上述許多社會問題，如貧富差距不斷拉大。 

這些問題包括了醫療體系市場化、財團化、公立醫院私營化、公衛體系醫療化、疾病汙名化、

醫病關係惡化、醫療保健支出年年飆升、健保財務危機四伏、醫療專業面臨困境(如護士及醫

生勞動條件惡化)、健康差距加大。直到 2003年在 SARS的侵襲下，這些問題才被無情地一一

曝露出來。 

此次成大公衛所與「台灣公共衛生促進協會」共同主辦的學術研討會作為平台，「衛促會」希

望：（1）將過去 15年「解放公衛知識，改造公衛體系」的集體努力做個系統的回顧與反思；

（2）再集結更多志同道合的人，提出前瞻；（3）進而集體再出發，繼續實踐「衛促會」「集體

創作、萬里長征、創造歷史」之路。 

美霞教授在海外 20年的準備，可以分成兩大部分3：（1）專業知識及技術的學習與實踐，（2）

保釣與左翼思想的啟蒙、教育與實踐，都是投入公衛醫療體系改造的動力來源。在因緣際會

下認識了當時著名的保釣健將林孝信，開始進入保釣、台灣民主運動支援、對台灣社會做深

入的政治經濟學分析等等的實踐工作。返台後投入公衛醫療領域，以政治經濟學的視野，從

理論研究到集體實踐，並在 2000年創辦成大公衛所，啟蒙與教育工作是美霞老師返台投入台

灣社會的改造最重要的工作。在成大公衛所耕耘 20年中，發展出從社會科學方向分析公共衛

生、政治經濟學的一系列課程，並在〈衛促會〉培養種籽師資，繼續為公共衛生盡心盡力，

以期能啟蒙更多莘莘學子。 

                                                      
3
 可參考陳美霞教授專文「啟蒙與實踐：在資本主義體制下的一段公衛長征」。 

https://goo.gl/UnifE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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講評回應 

 <批判與再造>主編-杜繼平 

美霞老師在她的文中，回顧從青年時期到現在十幾年來的生命經歷。回到台灣後，可以

看見對公共衛生與醫療領域上做了相當大的貢獻，台灣公共衛生與醫療既有體系中篳路

藍縷的開拓者。任何要在保守的體制內進行改革必然都要面臨荊棘滿地，困難重重艱苦

的現實，但美霞老師不屈不撓的奮鬥下去，這是感到欽佩的。 

她希望能夠在台灣保守的社會中，開啟一個新的視野，從左翼的觀點，用政治經濟的分

析，來剖析台灣公共衛生醫療領域的問題，也引述了康德講的啟蒙，強調啟蒙的重要性。

啟蒙運動是近兩、三百年西方的歷史轉折點，啟蒙運動突破了歐洲封建社會的基督教思

想統治人的思想的局面，強調人的理性，要人不依靠任何權威（教會、政府，傳統思想），

用自己的理性分析批判事物，啟蒙運動最強調的是人的理性自覺。康德有一篇文章<何謂

啟蒙？>講述啟蒙就是要擺脫一種不成熟的依賴於權威，而非經由理性思考的狀態。他認

為這種不成熟的幼稚狀態是自己造成的，自己甘願服從權威，習慣於被安排，被監護，

享受比較安逸舒適的生活。他引用古羅馬著名的詩人賀瑞斯（Horace）的話說：「要敢於

認識！」也就是要敢於運用自己的理智認識事物，擺脫權威的教導，不要盲從接受既成

的現實。但啟蒙的過程，敢於運用自己的認識以確立對事物的真實認知，既艱辛又危險，

要經過艱苦的學習與思考的歷程才能達成。康德是個小資產階級民主派的個人主義者，

所以將人處於不成熟的幼稚狀態歸咎於個人的懶惰與怯懦。個人的理性自覺當然與個人

的責任有關，但更重要的是：人是處於社會的不同階級中，階級地位不同，每個人的工

作。生活條件不同時，求知與啟蒙的機會也會不同，所以不能完全歸咎於個人。在資本

主義下，大部分的人又窮又忙，沒有時間、物質條件去好好學習、思考，對資本主義層

出不窮的政治、經濟、社會等問題徒有不滿的情緒，卻無法真正了解產生這些問題的根

源，很容易被政客、政黨誤導、操縱、利用，從而產生許多政治、社會的亂象。在這樣的

社會經濟條件下，想從事社會改革的人就備受困難。很期望對公共衛生醫療有一定認識、

又有志於社會改革的人，能夠充當開路先鋒，進而在社會上產生更大的影響，才有可能

改變不合理的制度。今天不論是公共衛生醫療市場化或經濟、社會、政治層面出現的問

題，都是資本主義結構上的問題，因此要改變資本主義制度，需要由各個領域從事從啟

蒙開始的改造工作。不單單是公衛與醫療體系，而是全面性的聯合。地球暖化、經濟危

機等全面性的問題是大家共同面臨的問題，期許大家都可以投入改變社會。 

 台大流病所退休教授-金傳春 

認同美霞老師 SARS就是委外，很多東西都是由委外，委外沒有專家，針對問題政府的反

省力還是不夠。陳拱北教授很早就發現了台灣偏鄉醫療的不足，提出了全民健保，並給

政府建議。很重要的是怎麼讓政府醒過來，很高興現今副總統和行政院長都有公衛背景，

應該好好把握機會，讓公衛的不平等，以及未來的衛生促進，而不是一直花錢在健保上。

通識教育的課程對於推動改革非常重要，許多醫療人員都是以錢為主，在這方面上醫學

教育是失敗的。認為公共衛生與通識教育應該整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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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陽明衛福所助理教授-梁莉芳 

現在在大學教書的學術長工普遍的困境，很需要集體實踐的力量，但現今的制度將每個

人分化在自己的辦公室內，皆埋頭在做學術的研究，很少與同事與民間團體相互連結。 

就文章回應，認為美霞老師又更邁進了一步，在不同的社會結構交互作用間，資本主義

是所有問題的根源，在全球化脈絡下重新思考，不只是資本主義，還有資本主義在全球

化的脈絡下的擴張造成的影響是什麼。原住民的健康處境，資本主義是根本的問題，他

們被迫毫無選擇地被捲進資本主義的體系裡。健康與醫療服務的市場化與商品化，健康

應該是基本的人權，也是國家應該保障的，在資本主義影響下，不只是市場化，也變成

了可以買賣的商品。把資本主義放在全球化的脈絡下去思考，不平等的規模，不只是在

國家內的不平等，進一步的在全球化的脈絡下，社會弱勢群體不同的處境。 

在 1980後全球化的趨勢，經濟結構重組的影響，在英國及歐美在經濟上實施去管制的政

策，80年代後新自由主義的政策成為主導西方國家及台灣政策的趨勢。不只是政策的影

響，也是主流的意識形態。用來思考日常生活、臨床實做，對衛生所政治經濟學的分析。

在衛生所的公衛護士談到，在新自由主義的意識下績效、評價的要求及臨床實驗的實做，

是不是從原本對病人主體的關心轉移到對資源的分配。 

對主流公共衛生取徑的批判。要如何理解個人與群體間的健康差異，美霞老師在 2000年

寫了一篇社會時報的文章，直到今日，健康作為個人道德的觀念依舊普遍。加上新自由

主義的意識形態，對此面相又更加強化。有效知識生產的基礎，現在做問卷是少數，多

用大數據，特別是健保資料庫，但沒有看到人真實的經驗，大數據將對健康的理解扁平

化。 

公共衛生的實踐，在不同的領域會想確立自己的專業性，公共衛生中也會看到極端化，

知識有效性的確立也是建立在知識化的過程中。在台灣脈絡下公共衛生發展的精神應該

要在地化、社區化與草根化。 

對大學制度與文化的反思，現在很現實的研究為重，教學像是個絆腳石。應該要重思考

大學教育的目的與社會責任是什麼。 

 農業運動詩人-詹澈 

台灣長期用右翼看世界，其實左翼的思想並不可怕。社會保險如弱勢長照等是社會主義

的思想，但現在健保的費用大部分都轉移至大醫院的資本家，這即是資本主義下很現實

的例子。每個人都有身體主權，免以饑餓的糧食是身體主權之一，第二是健康。全世界

有將近十億人處於飢餓中，雖然糧食生產過剩，但大資本糧商寧願將糧食變相加工或銷

毀控制價格，資本主義的操控非常厲害。伊拉克戰爭即是資本主義最大的謊言，受益的

是美國的軍火商、石油商、糧商、藥商，這就是整個資本主義霸權下從軍工體系到對醫

療體系的影響。台灣要改變醫療體系（官商體系）是相當困難的，錢都流到財團大醫院

的資本家手中，這就是自由主義資本主義的殘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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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場討論 

 高醫性別所退休教授-成令方 

如果能夠有性別的觀點帶入公共衛生，將會看到不一樣的觀點，在資本主義下剝削了很

多女性及弱勢的族群，資本主義要推翻從下而往上，把性別的觀點帶入。期待可以創建

一個的平台，提供各領域退休的人多加切磋、交流。 

 達卡努瓦工作站站長-阿布娪 

除了性別之外，族群、階級也都應該拉進來思考。聽了梁老師的發言非常的感慨，現在

社區健康營造依舊是戒酒、減重。對多數原住民中知識還沒辦法進入公衛的系統，對於

健康知識的觀念不是主流，知識與公衛系統專業壓到原住民的群體，在現在社會中還是

很難翻轉，對第一線原住民工作者中是很艱難的工作，很努力地想從社區健康營造發展，

但依舊無法回應專業的老師。 

 成大公衛所碩士、ABC牙醫聯盟鎮靜麻醉暨教培中心主任-范國棟 

台灣社會氛圍一直處於在安穩的小確幸，應打破小確幸，把不同專業領域連結再一起並

強化。  

 成大公衛所碩士、高雄市衛生局退休人員-黃青青 

身為美霞老師的學生，對於資本主義有所批判，但回到現實社會還是資本主義制度，跟

家人朋友甚至是社區民眾討論，卻沒有人聽得懂。大氛圍的環境就是這樣，對於傳遞資

本主義批判的想法感到艱難，想問問美霞老師是否有解決方案，能夠怎麼做才能對社會

有幫助？ 

 醫師公會理事-王宏育醫師 

衛促會之前上節目總是會秀出一張 PPT，一個人有兩條腿，醫療那條腿又粗又大，公衛那

條腿又長又細，健保總額 6000多億，要怎麼讓兩條腿一樣粗才不會跌倒。種籽教師是一

個方向，怎麼從制度面讓公衛的腳變粗。前田浩利醫師看到很多癌末小孩在加護病房孤

單的離去，因此他將這些小孩帶到家裡，租呼吸器讓他們安穩地在父母的懷抱中離去，

但日本居家醫療只給老人，因此他集結了很多立委一同遊說。2014日本就通過居家醫療

可以花在小孩身上。這就是制度面的努力。希望將來有一部分的力量能從制度面改善。 

 衛促會理事、新社衛生所-劉筱茜 

今天討論中看到了很多公衛的問題，所有問題的根源在於衛生所沒有充分的發揮他的角

色，其實衛生所能夠為民眾做的很有限，時間都花在為了達成上級機關的政策目標，基

層人力若無增加，很難做改變。行政體系調整才能夠做社區民眾教育的啟發。而菸品健

康福利捐 50%皆放在全民健保，應把此經費投入在公衛人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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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華民國學校護理人員協進會幹事-李玉女 

自由主義開始，公共衛生從家庭訪視員全部轉為服務群體醫療，覺得公衛護士無法全然

發揮自己的專業，淪為技術人員。以視力保健為例，台北市認為校護的視力測量不夠精

準，以後所有的小孩都必須去醫療院所確定是否視力不良。體重方面也有文化差異，原

住民的家長會認為小孩就是要壯才是健康，但壯並不等於 BMI 指數很高，但只有公斤這

個標準，也讓校護非常為難。現階段最為重要的是基層教育的提倡和宣達。 

美霞老師總結回應 

走這條路絕對不可能是一個人，而必須是整體。大家都是為理想無私的奉獻。非常感謝許多

人，也非常謝謝萍萍的幫忙，看到了台灣社會草根的力量。也會應青青，現在主流的制度是

有問題的，最重要的就是啟蒙，〈衛促會〉在做的就是啟蒙，舉辦研討會也是希望能夠集結大

家一起投入。台灣沒有退路，只有勇敢的集結起來一同改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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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美霞教授榮退研討會 在地行動論壇側寫報導 

種籽師資的能動性：集體創作與改造公衛體系的十四年實踐 

在 2003 年一場傳染病 SARS 重創台灣，除了反映出公共衛生的重要性，更是讓台灣公衛與醫

療體系的商品化、市場化、醫療化等等問題浮出檯面。陳美霞老師、林孝信老師、成大及各

校的公衛系所師生們共同攜手走入社區，推動社區公衛教育，使得公衛知識得以解放，以改

造公衛體系，並且培養種籽師資，讓公衛種籽遍布台灣各地。 

來自疾病管制局退休的南區種籽師資代表黃淑貞，同時也是〈衛促會〉常務監事，她分享的

主題為「民間團體與公部門的夥伴關係」，親身經歷了 2003年 SARS一線防疫的疲於奔命工作

經驗，深刻體認到在公共衛生議題上，民間團體與公部門是彼此需要的。因此，決定參與了

〈衛促會〉的種籽師資培訓，成為同樣具有「熱血症」的人，把學術知識轉化為可以淺顯易

懂的語言，讓民眾能擁有堅實的科學知識作為健康的依歸，以盡自己的一份心力，化解『無

知比病毒可怕』所造成的社會衝擊。淑貞與南區種籽師資們藉由與社區的接觸，連接公部門

與民眾的溝通管道，可以澄清民間的聲音，並反饋給予公部門，也透過公部門的力量將重要

的健康科學資訊傳播給更多的民眾了解。透過專案執行、官方與民間人才共用（種籽師資）、

協助各縣市衛生局教育訓練工作、舉辦記者會、推動常態民眾公衛教育等活動，〈衛促會〉漸

漸發揮了公部門與民間串聯的樞紐作用。過去在南區種籽師資團隊中，高雄縣衛生局因登革

熱而忙碌時，與鳳山社大種籽師資聯合，一起走入社區做防疫教育、拜訪里長，以及組織培

訓鳳山年長者成為社區防疫志工，雙方合作使得防疫工作效率更好。 

接著，北區種籽師資代表周明慧主講「社大開課與師資組織」，她首先表示自己是代表〈衛促

會〉多年來的集體努力成果而站在台上發言。回憶 2003年台灣爆發 SARS疫情，無論是醫院、

學校、社區都淪陷，當時任職的中學，每天安排行政人員在校門口為三千多位教職員生量體

溫，寒風中大排長龍的景象甚至登上媒體版面。當每個人的生活圈緊密不可分時，醫院或學

校的高牆並沒有辦法阻擋傳染病傳播，明慧心中覺得十分衝擊和恐慌，且看著自己熟識的學

姊、學弟在「戰疫」中犧牲，以及學童在失去依怙的狀況下在家隔離，導致心理創傷症候群。

深感無知帶來的恐懼比疫情更可怕！這些慘痛的教訓告訴我們傳染病也許可以被控制，但所

遺留的傷痛仍然存留在内心深處。台灣社會長期輕公衛、重醫療，導致台灣面對 SARS無法有

效控制疫情的蔓延，若我們擁有更好的防疫動能，包括民眾的防疫知識、政府公衛政策，便

能更完善的準備面對疾病的突襲。當時很恐慌無助的明慧聽到陳美霞老師、金傳春老師及許

多公衛學者對台灣公衛防疫體系的憂思而登高一呼，便加入公衛教育在社大，在成為種籽師

資後才意識到知識必須被實踐，行動才有力量。明慧說：「事實上，我在美霞老師及許多夥伴

身上見證了一件事情，真的有人不愛錢，一群公衛人願意為了公衛燃燒自己的公衛魂，關心

社會關心人，這樣的精神讓我很感佩。順帶一提，我這兩天是借住我台南的妹妹家，她說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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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年沒有南下參加她的婚禮，但這次卻願意搭乘高鐵來台南，可見這次的研討會意義重大，

我告訴她說，是的！這是一場很特別的研討會，一位願意選擇離開學院舒適圈的公衛學者，

跟多位已經畢業十多年的研究生再次深化自己的研究，這是多麼重要的研討會啊~所以我相信

只要我們不斷關注健康永續，公衛自在人心。自 2003 年起的每年春秋兩季，已有 2637 人次

的種籽師資參加過培訓活動，在社區大學開過 367班公衛課程，共約 9000人次學員修習，集

體努力撰寫春秋，令人感動的公衛史啊！」明慧在報告的最後，以「無恃其不來，恃吾有以

待也；無恃其不攻，恃吾有所不可攻也」這段話來闡述人們與傳染病的戰爭不可能就此結束，

我們必須重新思考公共衛生的角色與重要性，防疫教育必須紥根在社區，普及一般大眾，才

能有效防疫，為未來可能發生的類似狀況做好準備。 

來自台中的街頭藝人，同時也是歌唱指導老師的中區種籽師資代表黃瑰秋，帶來的主題是「公

衛小戲與社區經營」，給大家耳目一新的全新體驗。瑰秋是表演工作者，曾嘗試在社區推動活

動，但是遭遇到困難，同時她注意到自己居住的中達里社區辦了 20餘年的季刊從未間斷，中

秋年節更是動員了 300 多戶的一戶一菜，不禁讓她帶著好奇心去向社區里長請益，想請教他

是怎麼讓社區如此熱鬧非凡的竅門。中達里里長說這裡的里民只有付出，並推薦瑰秋來參加

2005年〈衛促會〉辦理的社區防疫志工培訓，冀盼她將所學貢獻給社區。時值里長選舉，新

換的里長鼓勵瑰秋就近組織鄰近的三個里，並找大坑社大到里鄰來演講，又向里長毛遂自薦

自擬的三年六期計劃，要逐年逐步將培訓社區幹部成為社區防疫尖兵、種籽師資。瑰秋特別

表示感激〈衛促會〉的李疾顧問帶領二林車鼓陣經驗對她的啟發，原來公衛小戲是一個傳播

公衛知識到社區的好媒介，種籽師資們透過公衛小戲的表演，走遍台灣各地，進行公衛知識

的宣導，從彰化二林搖滾車鼓陣、台中中達社區公衛小戲、高雄鳳山社大蚊子娶親小戲，到

屏東滿洲偏鄉孩童的菸害防制小戲、宜蘭歌仔戲落地掃都有他們留下的足跡。在公衛小戲的

準備過程中，除了劇本的撰寫、在學校學生或社區長輩中進行選角、道具製作、治裝、製作

標語、排練、登場，每一個細節看似簡單，卻都需要耗費精力準備，憑藉的是成員們對公衛

小戲的熱忱與理念的認同。表演場地更是多樣化，有屏東公衛論壇、在地土地公廟埕、SOGO

百貨、文化中心、世貿中心、社區大學及國小、醫院等等。透過簡單公衛小戲方來轉化艱澀

的公衛專業語言，再進入社區進行公衛教育，參與者的投入付出也對身邊的人造成影響力，

讓更多人願意投入公衛教育，使得公衛小戲更具意義且值得延續的活動。瑰秋還提到〈衛促

會〉的投入者把崇高理想落實到公衛教育的普及，讓她感動不已，也慶幸自己有機會能參與

其中。瑰秋對此下了註腳：「〈衛促會〉是種信仰、也是力量」，並期勉自己能自信地對外宣稱

自己是公衛人。 

〈衛促會〉的秘書長陳奕曄延續淑貞、明慧及瑰秋三位資深種籽師資的報告，承先啟後地闡

述非公衛專業要投入公衛改革運動的行列，公衛竟成了專業的門檻？！陳奕曄秘書長引用了

〈衛促會〉顧問李疾的話：「在公衛知識解放的過程中，千萬要注意，不要被任何的”公衛”

字義綑綁。」，他說：「14 年的經驗告訴我們，做公衛的過程中，常聽到人們說我不懂公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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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我做著做著也不太懂了。我理解他們說的是學術上的公衛，實際上做公衛也不是公衛二字

可以涵括，更貼切的說，做公衛其實是在做人、做人的改造的工作。」 

最後，奕曄邀請所有人加入公衛改革運動的集體創作中，並再次引用李疾顧問在 2005年時說

的話：「『公衛教育在社大』（註：〈衛促會〉前身）這齣人間大戲，你及我，就是那個還在上演

中的主角，也將愈來愈精采。安於常態，是不會有好戲可看」的。『公衛教育在社大』這齣”

有血有淚”的人間大戲就不會上演；或者，如果我們只是安於四年前（註：現已 14年）的推

展模式，不思改進，那麼，我們就只能在社大的教室內”推己及人”，而看不到包括社區與

政策在內的根本環境，是如何地惡化或者改善的動態變化。人間大戲還要繼續演，來吧，你

我都將是這檔戲裡不可或缺的演員！」 

捍衛你我健康，民眾共同參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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