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陽  明  大  學  公  共  衛  生  研  究  所  教  授  兼  所  長  陳  宜  民  

東  吳  大  學  社  會  工  作  學  系   兼  任  講  師  鍾  道  詮

壹、緣起 

001年2月11日，筆者參加由醫界聯

盟主辦之「重返世界衛生組織，學生

外交人才培訓營」，針對「從歷史的角度

看醫師的社會責任」此主題進行演講。在

演講過程中，筆者對參與培訓營的學員做

了一個小小調查，以了解在坐學員，有多

少人現今所就讀的學校有開設關於「醫師

的社會責任」之類的課程。結果發現，幾

乎沒有，只有一位高雄醫科大學的女同學

提到，「在臨床教學時，曾有醫院的主任

有強調過關於社會責任的事！」這使筆者

興起重新檢視我國醫學教育在社會責任養

成方面的現況，並試著提出個人的淺見。

同時，我邀請鍾道詮先生（東吳大學社工

碩士）由社工人員的養成過程提出他們專

業教育內的經驗，做為醫學系養成教育在

這一面向上的借鏡。 

  醫生在各個時代皆具有不同的身分與

角色，當醫生社會地位越高的時候，意味

著醫生對社會有極大的影響力，在此同

時，社會對醫生亦有甚大的期待與要求。

尤其傳統社會對於知識份子的期許，除了

希望知識份子能在本業上有所發揮外，亦

希望知識份子能對社會的進步與發展有所

貢獻，促進社會的改革。此種社會期許，

可從傳統社會對理想人格的期許，多以「修

身齊家治國平天下」、「學而優則仕」、

「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等

極具社會參與色彩的名言中看出。台灣自

有醫生以來，台灣醫界則曾經是知識份子

的主體，並因為殖民體制的緣故，因緣際

會成為社會上的領導精英，對台灣當時的

本土化運動與社會進步有相當大的貢獻；

也使得醫生在當時的社會，除了肩負「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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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的角色之外，亦得背負「士紳」、以

及「良心知識份子與啟蒙者」等帶有社會

責任使命感的角色。 

  隨著台灣現今政治環境改變、相關醫

療資訊的易得、以及人權意識的提升此三

個因素的相互作用下，新世紀的醫生卻須

面對專業地位進步，社會地位卻明顯下降

的狀況。作為台灣醫療體系的運轉者，醫

生在此新世紀的交替點，如何重新定義自

己的角色，如何以新的態度與觀念面對社

會責任、參與社會事務，建立社會典範，

則成為每名醫師或準醫師不得不去面對與

深思的嚴肅課題。而在醫生養成過程中佔

有重要地位的醫學教育系統，想要孕育出

具有怎樣特質的醫生、該以怎樣的態度與

觀念去思索相關課程的形構與規劃、以及

在醫學教育中該如何使學生能懷抱社會責

任，則該是現今關切醫學教育相關人士責

無旁貸的當務之急。 

  目前國內各醫學院與社會責任養成有

關的課程由於醫學教育的特殊性、以及相

關檢核制度多以記憶性題目為主，使得過

往醫學教育多存有「需被學習與被知曉的

資料過多、課程負擔過重、以及學生缺乏

自我教育的時間」等令人不滿意的現象。

而隨著新科技的發展、醫療團隊精神逐漸

被強調、醫病關係與疾病型態也出現新的

面貌時，明日的醫生和他（她）們所生活

的社會，將面臨種種現今醫學教育所無法

預知的議題與挑戰。傳統以灌輸醫學知識

為主的教學方式已不能滿足社會的需求。

因此，改革現今醫學教育的呼籲，則持續

出現於相關研討會、書報期刊或教育改革

會議中。 

  但是，當眾人汲汲於思索「課程內容

整合、小班級教學、核心教材編列、臨床

與實驗取向比重取捨、理論與實務間所存

鴻溝的消弭、共同筆記文化」等相關現象

之餘，亦不可輕忽人文精神的培養與薰

陶。畢竟，在醫學知識與臨床技術之外，

價值倫理原則的建立亦是醫學教育不得忽

視的另一環重要面向。那麼，現今的醫學

教育，是以怎樣的觀點來看待有關「價值

倫理原則的建立」？現今醫學系教育課程

規劃中，又安排了怎樣的課程來著墨對於

「價值倫理原則建立」相關課程的重視？ 

  由上述的整理可大致得知：現今各醫

學系都設有與價值倫理相關的課程，如醫

學倫理學、醫學史等，雖然修習的時間點

與時數不盡相同，但在各校幾乎都規定為

必修課。其次，隨著各學校教育理念的不

同，各學校亦會再開設不同種類的相關

必、選修課程供學生修習，例如中國醫藥

學院就會開設「中國醫學史」、長庚大學

則開設兩門與醫病關係相關的課（「醫病

關係」與「醫生、病人與社會」）、而慈

濟醫學暨人文社會學院則開了兩門與新科

技發展相關的課程（「生命倫理學」與「科

技倫理」）。就醫學系教育繁重的課程負

荷而言，此些課程的開設（甚至規定為必



 

 

修），某些程度而言，亦真切反應出台灣

醫學教育已逐漸重視醫學系學生「人文素

養與醫學倫理」之養成的過程。 

  關於醫學教育中價值倫理的建立與培

養，除了上述倫理學的課程之外，筆者認

為，「社會責任」此概念，亦應放入醫學

正規教育中：因為，醫學教育除了消極地

告知醫生何事不該做、何事應該注意之

外，亦得積極地教導醫生有關「合於醫師

角色的修養與器度」等事情，並進而影響

準醫生，使其未來具有關懷病患、同事和

整體社會所應肩負之責任感。 

 

貳、醫師的社會責任初探 

  所謂的社會責任，是指「出於自發性

的動機與理念，為了提高生活品質，創造

一個更好的社會，並希望藉此行為對更廣

泛的人群與社會帶來正面的影響」。而醫

師的社會責任可再粗分為「法律責任、倫

理責任與自發責任」三種： 

  法律是社會對與錯的法典，而醫師的

法律責任則明定在相關的醫療法典當中，

以規定相關醫護人員的責任、權利與義

務。所以，醫療法典中關於醫師的規定可

算是醫師社會責任的最低要求。 

  在論及醫師倫理責任的時候，都強調

各醫學系與社會責任養成相關課程科目與學分表 

科目名稱 必修（學分數） 選修（學分數） 
醫學倫理學 中山�、中國�、陽明�、台大�、長庚�、

成大�、高醫�、慈濟� 
 

醫學史 成大�、中國� 高醫�、慈濟� 
醫學生涯 成大�、慈濟�  
人與醫學 台大�  
科技與病人 台大�  
醫生、病人與社會 長庚�  
醫病關係 長庚�  
中國醫學史 中國�  
科技與人文  台大� 
醫師與社會  中國� 
健康與疾病的社會學  成大� 
臨終照顧的醫師角色  成大� 
生命意義  成大� 
醫療人類學與社會學  慈濟� 
生命倫理學  慈濟� 
科技倫理  慈濟� 
中國文人的精神與生活  慈濟� 
醫學社會學  高醫� 

資料來源：中山、中國、台大、北醫、成功、長庚、高醫、慈濟、陽明等九個醫學系網站。
國防醫學院醫學系網站上沒有此類資料。 

 



 

 

身為醫師應該「奉獻自己；尊重師長；以

良心來從事醫業；重視人類的生命與價

值；維護醫事專業的傳統；不做違反人道

的事；不因他種因素，給予病人不同的對

待；與其他醫療團隊充分合作」等，這也

說明身為醫師倫理責任的所在。 

  自發責任是指身為社會公民所應盡到

的責任與義務。每個人基本角色本都包含

專業面與社會面，關切社會事務本是每個

人都擁有的權利，只是在參與社會事務時

應如何謹守專業範疇的規範與要求。如醫

學先賢在提及醫事倫理時，都有強調「醫

生除了精通醫術之外，尚須修身立德，要

發濟世的宏願，不要做出違背道德的事

情。」而現今歐美國家地區的醫師自發性

地「組織醫療人權組織、醫療服務組織、

醫療反戰組織、反死刑組織、提出相關宣

言、參與政治事務」等，亦都為此原則做

了最好的注釋。 

  那麼，在醫學教育過程中，社會責任

此概念應如何被教授？在此，筆者想簡單

介紹社會工作師在社會責任方面的養成教

育，以提供醫學教育做為參考！ 

參、社會工作師在社會責任養
成方面的相關課程 

  以筆者之淺見，在種種助人專業間，

社會工作是最具規範性的專業。畢竟，相

較精神醫學、心理學、諮商與輔導等專業，

社會工作專業的發展立基於正義與公平等

概念，其基本使命感在於「追求社會正義、

採取集體主義思想、並主張社會中的個人

對他人負有責任」。社會責任此概念，是

社會工作專業中的基本價值與信念。從事

社會工作的同時，則是個人社會責任進一

步的具體落實。 

  由於社會責任得於日常生活中落實，

不能將其孤立於整個教育脈落。因此，在

社會工作養成教育中，除了有「社會工作

倫理」等課程的開設外；亦會一再地在每

門課相關議題上，不厭其煩地提及社會責

任實踐的可能性、擴大學生思索事情的視

野與架構、培養學生立大志行大事的胸

襟、以及注意相關的倫理困境。所以，從

大一的「社會工作概論」開始，無論是社

會工作方法論（包括「社會個案工作」、

「社會團體工作」、「家族治療」、「社

區組織」等），社會工作領域簡介的課程

（如「婦女社會工作」、「殘障社會工作」、

「醫療社會工作」、「精神醫療社會工作」

等）、研究方法論（「社會統計」、「社

會工作研究方法」、「社會工作質性研究

方法」等）、或是學生實習，都可看到社

會工作界的老師抱持相關信念帶領學生，

針對工作目的、工作方法、相關爭議點等

社會責任或倫理議題，進行討論與思索。

隨著學生社會工作學習歷程的開展、生命

經驗的豐富、價值觀念逐漸會傾向彈性與

多元，不同時間點上進行社會責任或倫理

議題的討論，均可以為學生帶來程度深淺



 

 

不一的收穫與啟發。 

  另外，社會工作養成教育過程中，相

當強調實習課程的重要性。在強調學生自

主性的狀況下，大部分學校多是希望學生

能依其興趣、理念與對自我的期許等條

件，做為選擇實習場域時的依據。這種提

供機會讓學生依照其興趣，主動選擇實習

場域的做法，其背後的信念則是「學習，

應以學生為中心」此信念。讓學生能在這

樣的過程中，體驗到「對事物抱持質疑的

態度」與「對自我價值抱持自我批判的精

神」等行為的重要性。並讓學生從其自身

的過往經驗中發展出，對於社會工作與社

會參與的獨特解釋與信念。而此獨屬於學

生擁有的價值與信念，是學生在步入社會

後，引發他（她）繼續從事社會參與的強

力原動力。 

肆、對於醫學教育的建議 

  筆者認為，現今醫學養成教育的內

容，可向社會工作教育學習此種教育視野

與觀念，以提供學生更為開闊的眼界與胸

襟。也許，現今的醫學養成教育仍無法像

社工養成教育一般，在每門課中均提及相

關社會責任或倫理的概念；然而，筆者認

為，在現今倫理或相關選修課中放進此概

念的討論仍是有其可行性。筆者在此先試

著提出一些筆者認為具有可行性的一些實

際做法，以收拋磚引玉的效果： 

  從前面對於各醫學系關於倫理教育課

程的整理，可以知道各醫學系基本上都已

經開設了與價值倫理相關的課程；接下來

該思索的即是，如何讓「社會責任」此概

念融入在相關的課程中？ 

  筆者認為與社會責任此概念相關的課

程，可粗分為「倫理」（如「醫學倫理學」、

「生命倫理學」與「科技倫理」等）、「人

生哲學」（如「人與醫學」、「醫生、病

人與社會」與「醫病關係」等）與「醫學

史」（如「醫學史」與「中國醫學史」等）

三個次領域。筆者認為，此些次領域內的

相關課程，在規劃課程大綱時，都應該撥

出至少一小時的上課時間，講授相關觀

念、或是提供機會讓學生彼此討論對此議

題的見解與看法。當然，在課程內容部分

則可以再做些分工，例如倫理課程部分可

以簡單介紹「何謂醫師的社會責任」；醫

學史課程部分可以談論「各個時期與社會

對醫師社會責任的期待」、「現今或歷史

上相關的組織如何、以及從事了具備怎樣

社會責任性質的事」；而人生哲學課程部

分則可以邀請學生討論「醫生可以做哪些

事以貢獻其社會責任」等。除了課程的講

授之外，書單、以及課外教材的提供，亦

是另一種擴展學生對此議題了解的方式。

筆者相信，在適當的指導下，這些課程是

可以激發學生自行找出解決方案、相關知

識、甚至可以重塑其內在的價值與信念。 

  在講授臨床醫學科別相關內容時，亦

可以提及臨床操作時臨床醫生曾面臨過怎



 

 

樣價值抉擇衝突的狀況，並可順便說明歷

史或現今社會上，有哪些醫生或組織用其

臨床上的知識與經驗投入到社會，如「無

國界醫療組織團（MSF）」、「台灣路竹醫

療和平會」均是可以提出來的例子。筆者

相信，在現今台灣社會，亦有很多醫生堅

持其對社會責任的理念，為善不為人知地

做了很多事，這種類似醫界生活小故事的

講述，亦是另一種傳遞「醫生應當肩負社

會責任」的妙方。而臨床教學或實習時，

老師們的身教、甚至是四處可見的機會教

育，都是相當好的素材與可行之道。 

  至於，在講述基礎醫學科別相關內容

時，除了說明一些學理知識外，亦可以提

及走入基礎醫學研究著名學者的故事，例

如終結小兒麻痺的沙克博士、提出病毒學

說的巴斯特等。一方面提升學子學習時的

興趣，另一方面藉由這些故事的講述，使

學子體驗到基礎醫學的研究亦有其重要性

與令人著迷之處。 

伍、結語 

  筆者有幸參與今年推薦甄試的口試作

業，在與學生面談的過程中，筆者很欣慰

地發現，有極高比例的學生是懷抱著高度

的社會責任與使命感，而有志於醫學專業

課程的修習。那麼，醫學教育的養成過程，

該如何使這些原本對於醫學專業懷有崇高

理想與抱負的學生，能持續維持其對於醫

學志業的理想？對那些原本沒有這股社會

參與熱情的學生，醫學教育的養成過程又

該如何激發起其內在潛藏的資源與火花？

則該是每位關心醫學教育與改革的人所該

共同思考的重要議題。 

 

 

 

 

 

 

 

 

 

 

 

社會責任養成的教育元素與社會責任的分類 

倫  理 人生哲學 醫學史 

社會責任 

法律責任 倫理責任 自發責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