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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醫療消費文化的歷史脈絡與文化價值 

 

    本章試圖將「空中藥房」場域的再生產歷程置入歷史脈絡中加以觀察，切入

角度為：在廣播賣藥節目形成之前的傳統醫療消費文化（如「寄藥包」、「王祿仔

仙」、「賣藥團」），具有何種執行方式和文化價值的特點？此有助於筆者了解廣播

賣藥節目的節目類型及內容，是在何種歷史及文化脈絡下生成。簡言之，本章欲

探討從「寄藥包」、「王祿仔仙」、「賣藥團」到「空中藥房」的歷史演變過程，與

這些長期以來在台灣盛行的醫療消費型態，傳達出哪些文化價值，以做為理解廣

播賣藥節目的基礎。 

 

第一節 服務到家的醫療消費文化：「寄藥包」 

壹、「寄藥包」的時空背景 

    所謂「寄藥包」，指的就是製藥廠商將一些家庭常備藥放在外觀如大紙

袋一般的藥包中，民眾如果接受製藥廠商雇用的業務員之推銷，業務員就將

藥包寄放在民眾家裏。每過一段時間業務員會到民眾家中結帳，帳款是依據民眾

用掉多少藥才算多少錢。業務員還會定期地幫民眾檢查藥包內的藥品，針對已用

畢的藥品種類補入新貨，並取走過期品。「寄藥包」行業，在醫療和交通資源

都欠缺的時代，解決不少家庭的日常健康照護問題（蕭學仁，2003；陳志昌，

2008）。 

    台灣地區開始出現「寄藥包」這種特殊的銷售藥品方式，可溯源自日據時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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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日本引進的「寄藥包」行業，之所以能在台灣落地生根且蓬勃發展達數十年期

間，主要因為當時的交通和醫療資源都很貧乏，這種藥送到府、號稱是「行動藥

房」的服務方式，便逐漸成為家家戶戶倚賴的日常醫療系統，約在 1950 至 1970

年代，「寄藥包」最為盛行。20 

    但隨著台灣經濟起飛，藥房、診所愈來愈普及，加上 1970 年勞工保

險開始施行疾病門診給付、 1973 年頒布的「成藥及固有成方製劑管理辦法」

限制留置藥品式的供銷範圍（詳見第五章第一節）、1995 年全民健康保險的

開 辦 ， 民 眾 多 轉 向 醫 師 求 診 並 跟 專 業 藥 局 與 藥 事 人 員 購 買 藥 品 ， 這種特

殊的藥品銷售通路和文化，便於 1980 年代開始慢慢邁入歷史，至今尤其接

近完全消失的階段，僅在較偏遠的地區如桃 園平鎮、新竹竹東、台中大

肚山盆地、嘉義縣山區、花東地區等，還有 極少數民眾依舊使用這項服

務 （朱德蘭，1999；國家文化資料庫，2000；郭麗娟，2006）。 

貳、「寄藥包」的實施方式 

    從文獻記載中（黃金財，2000；郭麗娟，2006）得知，「寄藥包」執行方式

如下：一些在早期就頗具規模的知名製藥廠商如「台中明通製藥廠」、「應安

堂製藥廠」等，聘僱職稱為「外務員」的業務員，接著就由這些「外務員」挨家

挨戶地推銷「寄藥包」。「寄藥包」的執行方式詳述如下（黃金財，2000；

林金田等編，2005；郭麗娟，2006）：  

 

                                                 

20 根據郭麗娟（2006）的深度報導，在「寄藥包」最盛行的時期，一位藥廠外務員負責的客戶就

高達二千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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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藥包部份  

    藥包外形是硬紙製的大藥袋；袋外的正面通常印製政府許可字樣（有部分

還加註許可字號）、品牌字樣和圖案、藥廠名稱字樣；袋外的背面則列有可填寫

客戶名字的位置、使用注意事項和記載袋內藥品名稱、適應症、價格、放置數量

和日期的表格。21 

（二）「寄藥包」提供的藥品部分  

    藥包袋內裝滿了各大藥廠精心調製的家庭用藥，其中有許多藥品至今仍是

家喻戶曉的，例如小孩專用藥的「黑矸仔標驚風散」（治療小兒驚悸、夜啼、

吐乳、青便）、「愛兒菜」蛔蟲藥（為孩童驅蟲整腸）；從小到老都可以使

用的如「明通治痛丹」和「瑞昇風熱散」（兩者專治傷風、感冒）、俗稱

臭藥丸的「正露丸」及嚐起來又甜又涼的「腸胃散」（治療肚痛及胃腸不

舒服）；至於「萬金油」、「薄荷錠」和「紅藥膏」則是家家戶戶不可或缺

的萬用外用藥，從蚊蟲咬傷到腹痛、頭痛， 都可以外敷塗抹方式紓緩症

狀。  

（三）藥包放置及收費方式  

    藥包袋上斜角打孔穿線，可吊掛在屋內牆壁，例如每一家的客廳、寢室的

牆上，是最常見到藥包的地方。身兼推銷和外送藥品功能的「外務員」，會定期

或不定期（通常是一到六個月）到客戶家中巡視，檢查牆上藥包內的藥量，

除了依據實際使用的數量結帳，還會補貨並帶走一些放太久而一直沒使用的藥。  

                                                 

21 在日據時代，表格名稱為「御預藥品個數記」，光復後則為「寄藥明細單」或「配置個數記」

（林金田等編，2005: 166）。 



 
74

參、「寄藥包」的文化特質 

    「寄藥包」顯現何種賣藥文化的特質、價值觀？筆者就以下五點進行分析： 

一、「可近性」高的醫療服務 

    「寄藥包」制度源自於日據時期，之後就一直盛行，至 1970 年代才慢慢地

走下坡。這段時間大環境普遍存在交通不便且醫療資源相當缺乏的問題，所以能

送藥到府、可自己控制用藥量和費用，又能收有備無患之效的「寄藥包」，因著

提供便利購藥管道和醫療服務，而能廣受歡迎長達數十年，甚至直到目前為止仍

繼續存在於偏遠地區，例如郭麗娟（2006: 76）針對「寄藥包」所作的專題報導

中，訪談目前繼續使用「寄藥包」服務的王 子勤先 生，便提到其忠實愛用此

種銷售藥品管道的原因，與「可近性」因素息息相關： 

    從日治時期就開始服用寄藥包裡的成藥，也曾在兒子的勸說下，到醫院看

診，搭了一小時的車，等了一個多小時，好不容易進到診療室，「連椅子都

還沒坐熱」，醫生就要他出去排隊領藥。冷淡的問診、每天 3 顆小小的藥丸，

讓王子勤不相信醫生會比自己更懂得『用藥』。何況他們家和蔡進興（註：

寄藥包的外務員）一家是世交老友，有什麼需要一通電話就服務到家。 

        由文獻可知，「寄藥包」的可近性高，即使到了 2006 年，這項特

點對住在比較偏遠地區的民眾而言，還是比上醫院求診更具吸引力。 

二、善用象徵符號、贈品促銷藥品 

    從「寄藥包」的藥包設計、藥品包裝及贈品等，都可以一窺製藥廠商的促

銷方式。就藥包設計及藥品包裝部分，早期因絕大多數的民眾教育程度不高，甚

至只受過日本教育而不識中國字，所以藥商「以圖代字」，利用各式象徵符號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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強民眾對產品的辨識度和認同度。例如藥包外袋部分，有些藥廠會以神像作外袋

圖案，借用宗教力量為藥效「掛保證」。也有以設廠地的名勝古蹟，或是以動物

作為外袋圖案，如西螺地區藥廠用西螺大橋，丹鳳藥廠的鳳等。而且 1940、50

年代的藥包外袋，只是簡單的雙色印刷，但是到了 1960 年代後期就開始出現彩

色印刷，使圖案愈來愈亮麗搶眼（黃金財，2000；林金田等編，2005；郭麗娟，

2006）。 

    藥品包裝部分，為了讓消費者能迅速了解藥品的適應症，製藥廠商設計行

銷的重點是以適應症的諧音或是乾脆針對癥狀在藥品包裝上畫上相關圖形。例如

治療「哮喘咳嗽」就畫上蝦、龜、掃把，取其台語諧音「蝦龜嗽」；若是「退燒

藥」，會畫一個人躺在床上，頭上還頂著一袋冰塊；如果人手扶著頭就是「治頭

痛」、摸臉頰就是「治牙痛」（黃金財，2000；郭麗娟，2006）。 

    有部份藥品包裝的材質和所使用的文字，會強調此藥品的「高級程度」，以

順利提高售價。例如一般藥 品的外包裝大多使用紙盒或木盒，但是高檔藥

就要用玻璃瓶或鐵盒。又如為了強調是「舶來品」，一些進口藥會在鐵盒

包裝上寫上一堆外文，就可以賣出比本土藥 貴好幾倍的價格，包括之後

有 一 些 仿 冒 進 口 藥 的 假 貨 ， 也 是 利 用 這 些 已 成 「 默 識 知 識 」（ tacit 

knowledge）的包裝符碼哄抬價格（郭麗娟，2006）。  

    另外，製藥廠商在推出新產品時會贈送客戶一些實用又成本不高的日常生

活小物，如扇子、兒童玩具、農民曆等，一方面增加客戶的好感和購買慾望，另

一方面也因為在這些贈品上都會印製藥廠和藥品名稱，類似於近來討論甚多的

「置入性行銷」手法，例如當時很受民眾歡迎的就是竹柄或是塑膠柄的圓扇，扇

面上就印製著藥品圖案名稱、廣告詞和某某藥廠名稱（林金田等編，2005；陳志

昌，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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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形塑「萬用藥」的觀念和慣習  

    在「寄藥包」的藥袋中，必備的是一些萬用外用藥及內服藥，像從

頭痛、牙痛、蚊蟲咬傷到腸胃不適都可以塗抹的吊膏（如「萬金油」、「薄

荷錠」和「紅藥膏」），或是用來貼臉貼肚子、訴求消炎止痛的酸痛貼布

（ 如「 撒 隆 巴 斯 」、「正光金絲膏」），以及 內 服 的 腸 胃 藥（ 如「 正 露 丸 」、

「腸胃散」），都具有一藥治百病的特質。  

對「寄藥包」文化頗有研究的資深藥師 HW 先生認為「寄藥包」文化中

常見的「萬用藥」，其實承襲長久以來的用法和觀念。「萬用藥」的確有其正面作

用，例如暫時舒緩一些微疾小恙的不適。但是 HW 先生擔心如果賣藥人誇張適應

症範圍和療效，可能會讓民眾拿來當成「日常保養」，而不去找出真正病因，這

將容易導致使小病演變成大病的問題： 

「寄藥包」年代盛行的萬用藥，也是承襲長久以來的（觀念）。…萬用藥也的

確有其正面功效，尤其在面對一些不是很嚴重的病症時，的確可以暫時舒緩

不適，…家庭常備確有其必要性。不過…萬用藥只有暫時趨緩的功效，…如

果賣藥人只強調萬用藥被過度誇大的功效，不說萬用藥的風險，民眾自己也

不清楚的話，真的會把這些萬用藥拿來當成「日常保養」用，本來沒病也會

沒病，有病則會更加嚴重。22 

    從歷史脈絡中可發現「萬用藥」的用藥觀念其來有自，在「 寄 藥 包 」 的 實

踐裏，也可見到某些藥品被建構成為「萬用藥」，並進而成為民眾習用的家庭常備

藥之過程。筆者於理解「萬用藥」觀念的形成歷程後，認為在此過程中，賣藥人

                                                 

22 藥師 HW 先生以常見的胃腸萬用藥解釋長期誤用萬用藥的危險：「例如胃腸藥裡面通常會加入

小蘇打成分，雖然小蘇打可以中和胃酸，但是長期吃下來很可能產生鹼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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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民眾是否因誇張這些「萬用藥」的療效，或是誤導用法而產生負面效果，值得

注意。 

四、專業又貼心的「藥品宅急便」 

    由製藥廠商聘僱、兼具推銷和外送藥品功能的的「外務員」，為了提升藥品

銷售的業績，對民眾提供多種專業兼貼心搏感情的服務，扮演類似「家庭藥師」

和「藥品宅急便」的角色。 

    為了因應衛生單位的規範和查緝，23「外務員」必須參加藥廠的職業講習，

經過筆試及口試通過後，才能正式取得藥源廠核發的「服務證」（或稱為「推銷

員證」）、制服和帽子，開始外送藥品的工作。這樣的培養過程也使得「外務

員」具備基本的用藥知識，平時在換藥包內藥品的同時還會對民眾進行用藥說明，

猶如民眾的「家庭藥師」。而因應過年期間醫療院所不看診，民眾通常會多準備

些藥品以備不時之需，所以每年農曆年前是送貨旺季，「外務員」甚至沒時間和

家人圍爐吃年夜飯。有時農曆大年初一，客戶一通電話，「外務員」也會出門送

藥，這樣的機動性服務，使「寄藥包」被稱為「藥品宅急便」或「行動藥房」（國

家文化資料庫，2000；黃金財，2000；郭麗娟，2006）。 

    「外務員」也和客戶之間建立宛如親友般的情誼。由於每個藥包寄放點都與

業績有關，「外務員」無不盡全力和客戶「搏感情」，以求和客戶建立起不錯的關

係。「外務員」「搏感情」的方式通常會依循耐心和細心原則，例如有 些 老 人 家

                                                 

23 依據郭麗娟（2006: 70）的深度報導，今年（以筆者寫作的時間點 2008 年為計算基準）

58 歲、是目前少數仍在從事「寄藥包外務員」工作的蔡進興回憶：「沒有推銷員證

的外務員，一旦被衛生單位查到，如果還夾帶不明廠商私藥，不但藥品會被沒收，

還會吃上官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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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病痛或像是發生像婆媳紛爭等困擾時，就會跟「外務員」訴苦，「外務員」

耐心傾聽，適時的給予建議或安慰，有時還會天南地北聊了起來（黃金財，

2000；郭麗娟，2006）。  

   另外，細心觀察並紀錄不同客戶家中的狀況，也是「外務員」工作中的

重要關鍵，例如收錢時機的拿捏，就必須考量客戶的職業和家境。像是農戶要趁

稻作收成時前往收帳；有子女在工廠上班的家庭，就利用月初工廠發薪水的時候

結算；家境較困窘的家庭，甚至一年才結算一次。如果「外務員」的服務親切，

加上藥效不錯，客戶不僅會像對待家人一般，安心地把家中鑰匙交給他補換藥品，

還會幫忙介紹其他客戶（黃金財，2000；郭麗娟，2006）。 

    受過基本醫藥專業訓練的「外務員」，為客戶提供機動又貼心的服務，在那

個交通不便和醫療資源不足的年代，無怪乎能大受民眾歡迎，在台灣地區盛行好

幾十年。 

五、民眾的醫療特性 

    在「寄藥包」文化中，培養了也反映了民眾的哪些醫療特性？筆者從多元醫

療體系並存及以自療為主、求診為輔兩個特點加以分析。 

    首先是多元醫療體系並存部份，以明通製藥廠的「寄藥包」為例，從藥袋的

正面有特別註明「高貴西漢藥配合」的字樣；從藥袋背面則列出內含的各項藥品

名稱，可看出的確是西藥、漢藥並存，包括西藥的「面達母膏」、「愛兒康顆粒」、

「明通治痛丹」，中藥的「明通治傷風」、「保身丹」，通通共治於一袋中。 

    至於以自療為主、求診為輔的特點，「寄藥包」是將各類藥品組合放置在民眾

家中，由民眾自行判斷身體狀況是否符合藥袋中註明的「效能」或「主治適應症」，

再選擇服用哪一種藥品。於服用「寄藥包」中的藥品後，民眾會依據自覺是否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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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與病況有無惡化，而進一步決定是否向醫師求診。以上說明在「寄藥包」文化

下，其實赋予常民在一連串的醫療過程中相當大的自療權力，保留給常民相當大

的彈性選擇用藥空間，包含用藥或不用藥、何時用藥、用什麼藥等。尤其在早年

醫療資源不足且交通也不便的情形下，民眾從「近用性」的方便經濟角度來考量，

也通常傾向於先選擇使用「寄藥包」，等病況嚴重了才會去向醫師求診，這也代表

自療考量通常優先於求診的一種醫療文化。 

 

第二節 市集與廟埕中的醫療消費文化：「王祿仔仙」及「賣

藥團」 

壹、「王祿仔仙」及「賣藥團」的時空背景 

    於傳統賣藥文化中，有另外一個區塊是以提供各式表演並結合銷售藥品活動

取勝，其存在的年代比「寄藥包」還要悠久。早在唐宋時期，民間便已普遍出現

以賣藝維生的「路岐人」，24他們在瓦舍（宋、元、明時提供娛樂與買賣雜貨的

市場）、25廟會與街頭巷尾的空地上扑拳舞刀槍劍、說書、變魔術等等，並且於

                                                 

24 根據教育部國語推行委員會編纂（1994）的《教育部重編國語辭典修訂本》，「路岐人」是宋元

時民間藝人的俗稱。尤指經常流動表演的江湖藝人。如宋灌圃耐得翁《都城紀勝》〈市井〉：「此

外如執政府牆下空地，諸色路岐人在此作場，尤為駢闐。」或是《水滸傳》第二十四回：「便

是唱慢曲兒的張惜惜。我見他是路岐人，不喜歡。」亦稱為「路岐」。 

25 根據教育部國語推行委員會編纂（1994）的《教育部重編國語辭典修訂本》，「瓦舍」指涉宋、

元、明娛樂與買賣雜貨的市場。宋吳自牧《夢粱錄》卷十九提及「瓦舍」：「是以城內外創立瓦

舍，招集妓樂，以為軍卒暇日娛戲之地。今貴家子弟因此蕩遊，破壞尤甚於汴都也。」，「瓦舍」

亦稱為「瓦市」、「瓦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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賣藝過程中或收取觀眾的賞金、或販賣雜貨（包括藥品）作為報酬。 

    把時空背景拉近到清末民初時的台灣社會，黎傑（1994）、林江山（2003）

認為當時台北的淡水河流域，因著港口貿易而興盛起來，其中尤以大稻埕迪化街

和艋舺蕃薯市街一帶是台北地區製藥廠商的最大集中地，而這些製藥廠商正是

跑江湖賣藝兼賣藥者的催生者。為了推銷藥品，製藥廠商以低價僱用跑江湖的

賣藝人（如講古唸唱者、歌仔戲藝人等），利用當時最受民眾歡迎也最耳熟能詳

的表演，召喚每一個潛在的購藥者。這群專門以表演帶動藥品銷售量的團隊（俗

稱為「賣藥團」，「藥團」或「廣告團」），穿越台灣各地執行跑江湖賣藥的工

作，例如深入到村莊內，邊唱歌仔調邊推銷藥品；這種歌仔調和早期傳自大陸的

歌仔調已經不同，人們稱之為「賣藥仔調」、「江湖調」、「勸世調」或是「王祿仔

仙調」。 

    另外，台灣早期屬於農業社會，一些專供農產品和生活用品交易的集散地，

或是舉行廟會的地方，都是人潮聚集之處。在這些熱鬧的市集或廟會中，除了前

述的「賣藥團」外，也有許多非受製藥廠商僱用、但卻是向製藥廠商批發藥品

進行販賣的走江湖賣藥者。這些賣藥者多靠武術、唸歌等表演，再加上三吋不爛

之舌，吸引顧客購買，俗稱為「王祿仔仙」。例如台南縣新化鎮，早年原本是台

南府城外圍一大重鎮，附近的左鎮、南化、玉井、楠西等地的農人會跑到新化做

買賣，當時在當地最熱鬧的「三角湧仔」就成為「王祿仔仙」賣藝兼賣藥的地區，

截至目前，當地的零售市場有「夜市仔」，仍是過往行旅聚集處，當然還是避免

不了有許多「王祿仔仙」，鼓舌如簧地吸引顧客購買藥品。26 

    根據國立編譯館主編的「臺灣閩南語辭典」（2001: 960），「王祿仔仙」的意

                                                 

26詳見台南新化鎮便民服務網 http://www.sinhua.gov.tw/index.php?menu=spots_2&notice_id=4 中對

於古時新化的西門町－〈三角湧〉之介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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義包含以下兩項：（一）包括走江湖賣藝、打拳賣膏藥，看命、卜卦、賣藥、賣

布、擺地攤等為生的人，都叫做「王祿仔仙」。（二）引申言行似走江湖的人，

虛浮不實，撞騙欺詐，即所謂「江湖郎中」。 

    從上述資料可知，「王祿仔仙」其實是販售各種商品的小販的總稱，有可能

是個人或團體進行銷售，販賣項目可能包括藥品在內，但也不一定是藥品。而且

「王祿仔仙」也是一種負面的稱謂，類似於招搖撞騙的「江湖郎中」。「賣藥團」

則一定是團隊銷售形式，且販賣的一定是藥品。有時民間會把「賣藥團」也稱做

是「王祿仔仙」，因為兩者都是以表演和有些誇大不實的方式帶動藥品銷售量，

而且最容易見到他們的地點就是在村莊、市集與廟埕中。  

貳、「王祿仔仙」及「賣藥團」的實施方式 

    在那個娛樂媒介並不發達的古早年代中，「王祿仔仙」和「賣藥團」是民眾

工作之餘少數的生活娛樂方式之一。不論是在市集、廟埕或村莊中，「王祿仔仙」

和「賣藥團」會先以各種江湖賣藝吸引人潮，接著才以三寸不爛之舌進行推銷各

項商品、藥品。從文獻中可以看到，隨著時代變遷，本就是因商業取向而深具「從

眾性」特質的「王祿仔仙」和「賣藥團」為了討好群眾，不斷推陳出新表演方式，

賣藝內容五花八門，從最傳統的扑拳展示功夫（包括打拳、胸口碎大石）、表演

特技（吞劍、吞玻璃）、玩魔術（紙人打架、紙人捧碗、紙人爬壁）、到之後的表

演說學逗唱、和傳統歌謠戲劇27（如「落地掃歌仔戲」以及客家族群特有的「撮

                                                 

27 詳見公共電視台【客家人客家歌】節目系列中的〈說唱與撮把戲〉單元。節目中介紹到客家族

群將「王祿仔仙」和「賣藥團」的江湖賣藝稱為「撮把戲」，其內容十分豐富，主要是以客家

車鼓為主，結合了文場（客家山歌的說、學、逗、唱的文套），以及武場（中國功夫、雜耍與

魔術的武套）表演內容，形成了文武雙全的表演文化，通常表演時是文武交替表演，並在精彩

的地方穿插賣藥的活動，是一種詼諧逗趣的商業表演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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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戲」、「採茶戲」）、新式歌舞劇等，為民眾增添不少生活樂趣，也成為他們的購

藥管道之一。 

    劉秀庭（1999）、陳玟惠（2002）的研究以及中央廣播電台訪談「洪瑞珍唸

歌團」的內容28對「王祿仔仙」與「賣藥團」促銷手法描述十分詳盡。不論是個

人場的「王祿仔仙」或是團隊合作的「賣藥團」，都有一套精心設計的銷售藥品

過程，其中隱含著固定的銷售結構和設計目的。 

   過程一開始，「王祿仔仙」或「賣藥團」成員會先進行「叫花」。「叫花」

意指開場。方法包括樂師敲鑼打鼓，吸引群眾到台下聚集。或是唱四句聯，如「列

位諸君我總請，我唸歌詩予恁聽……」，向在場群眾先打個招呼。而在客家戲中，

會於每一場的正式演出之前，由丑角帶來的一段一邊打板、一邊說唱的演出，內

容往往是一些誇張、詼諧，甚至有些驚世駭俗的小故事，以吸引人的注意，稱為

「棚頭」。 

    「叫花」之後進入「開花」程序，「開花」指純粹表演的部份，此時並不賣

藥。在開場的「叫花」程序完畢後，人群漸漸聚集，「王祿仔仙」或「賣藥團」

便開始純粹表演的活動，如武場的展示各種功夫，文場則是開始表演「落地掃歌

                                                                                                                                             

依據國立台灣藝術教育館全球資訊網 http://www.arte.gov.tw/traditionalopera/2/a/a6/a6.htm 中對

於「採茶戲」的描述如下：「客家採茶戲最初表演型態是三腳採茶戲，這種採茶戲形成之初，

是由採茶歌融合民間舞蹈而成，屬於歌舞小戲性質；清朝同治年間傳入臺灣而發展成相褒戲、

改良大戲、客家歌仔戲等不同型態的表演。客家系統的大戲，1920 年代前後才在臺灣逐漸形

成，除三腳採茶戲外，又吸收亂彈戲、四平戲、外江戲等劇種表演元素而成，稱為改良大戲。

在歌仔戲流行後，採茶戲班援用歌仔戲曲調，並以客家語言發音，又發展出客家歌仔戲的表演

形式」。 

28 訪談內容詳見 http://www.rti.org.tw/big5/recommend/ART/art36.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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仔戲」、「撮把戲」或「採茶戲」等。 

    「開花」後便開始「結籽」，「結籽」意指開始推銷藥品。當「開花」的效

果還不錯，群眾的心已經沉浸在表演中，賣藝者會在表演進行到高潮段落突然中

斷，拿出要賣的藥品，開始執行促銷的動作。此時賣藝者會進入觀眾群之中，觀

察觀眾反應並舌燦蓮花地慫恿他們購買。通常「開花」和「結籽」程序是銷售活

動中最重要的部份，所以會重覆進行一到兩次。 

    販售過程的最後是「煞場尾」，「煞場尾」意指表演和銷售藥品過程的結束

階段。當賣藥已經賣到不可能再更增加銷售數量時，「王祿仔仙」或「賣藥團」

會進行最末段的表演，以及說出感謝群眾的一連串祝福話語作為結束。有時為了

吸引群眾第二天再前來觀賞，還會故意不演出結局就先結束，並預告次日的精采

情節。 

    筆者認為從「叫花」到「煞場尾」的過程中，蘊藏著長期累積而成的民間銷

售智慧。賣藝人看起來靈活多變的表演，其實隱含著以銷售為目的的固定賣藥結

構，而且這個結構相當符合人性，在如何吸引民眾注意力和融入銷售氛圍上特別

用心。 

參、「王祿仔仙」和「賣藥團」的文化特質 

    「王祿仔仙」和「賣藥團」顯現何種賣藥文化的特質、價值觀？筆者就以下 

五點進行分析： 

一、層層堆疊出售藥氛圍的精細設計 

    「王祿仔仙」和「賣藥團」慣用的銷售手法，並非從一開始就單刀直入地切

入「主題」（賣藥），而是從「叫花」的聚集人氣，「開花」的引人入勝，「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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籽」的順勢操作之餘，再加上搧風點火、而能水到渠成地售出更多藥品，到結尾

的「煞場尾」時還不忘留下令人意猶未盡的伏筆，此種「層層堆疊出售藥氛圍」

的精細設計，將商業目的巧妙地融入在賣藝者精采的表演和口才中，也使觀賞者

於樂在其中之餘不斷被刺激其消費念頭。 

    另外，由於「王祿仔仙」和「賣藥團」會視現場反應而彈性地安排數次「結

籽」，所以賣藝者必須非常注意、主導及配合觀眾的臨場感受和對表演與商品的

反應，這也表示對現場狀態的敏感度和彈性應變能力，實為「賣藥仔」掌握整個

銷售過程的必備條件。 

二、誇張與詐騙色彩的銷售手法 

    「王祿仔仙」和「賣藥團」之所以會被貼上「江湖郎中」、「一支嘴胡累累」、

「吹牛的騙子」等負面標籤，通常與其在銷售時過度吹捧藥效有關，甚至有時還

不惜使用詐騙手法。因為「王祿仔仙」和「賣藥團」於銷售藥品時善用表演效果

和天花亂墜的說話技巧誇大藥效，但是民眾在服用後卻又不覺得藥效有那麼好；

加上其賣藥過程中往往會當場找自願者測試藥效，為了增加說服力和帶動氣氛，

有時還會先與人串通好做假見證（劉秀庭，1999；國家文化資料庫，2000；林江

山，2003）。基於這些誇大藥效或甚至串通詐騙的行徑，也難怪「王祿仔仙」和

「賣藥團」就逐漸與負面形象連結在一起了。 

三、和製藥廠商的關係 

    和「寄藥包」的「外務員」一樣，「王祿仔仙」和「賣藥團」與製藥廠商之

間關係十分緊密，不是接受製藥廠商直接僱用就是向製藥廠商批貨來銷售，但不

同處在於，這些個人或團體賣藥者，並未接受藥廠給予的基本醫藥訓練，他們的

專長為結合表演形式和銷售藥品，透過在村莊、市集與廟埕中的各式演出吸引人

潮，但賣藥才是最終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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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更重要的，不論是「王祿仔仙」或是「賣藥團」，這些表演者由於社會階層

的弱勢或是因時代變遷而導致的職業不穩定狀態，都使其只能依附製藥廠商以求

生存。因此，不同時代中最受大眾歡迎的娛樂項目，從最傳統的武術雜耍、唸歌、

講古、落地掃歌仔戲、廣播歌仔戲，到較近期的歌舞團等，都曾服膺製藥廠商的

「健康商品化」原則而被徵用成為銷售機制（黎傑，1994）。 

    綜合來說，「王祿仔仙」或是「賣藥團」，主要是在製藥廠商的主導下，所

發展出的一種必須在最短時間內能吸納大量觀眾注意、認同和願意購物的高度商

業機制。包括製藥廠商不斷結合最大眾化的表演活動作為銷售工具，以及賣藝者

在業績壓力之下必須視觀眾反應隨時調整表演內容和銷售說辭，兩者的共同點都

是遵循著迎合大眾口味的「媚俗」原則，亦即借用藝術或表演的形式，但因為還

是以商業銷售為主軸，為達成銷售目的，可以極為彈性地變更藝術或表演的內容。 

四、藥品消費的特質 

    根據劉秀庭（1999: 10–11）的研究，「王祿仔仙」或是「賣藥團」販賣的藥

品大致上可分成以下幾類： 

（一）小手頭，又稱「幼秀仔」：指一般家庭常用藥，例如：眼藥、鷓鴣菜、蛔

蟲藥、薄荷錠、藥膏、目藥、白花油、頑癬膏、拔毒膏、面霜、金柑仔糖、

梅仔餅、鹹橄欖粉、愛兒菜、八寶菜等。 

（二）補藥：指可供各器官調理的補藥或男女養陰壯陽的補劑或補汁，如：補心

丹、十全大補湯（酒）、龜鹿二仙膠、四物丸、姑嫂丸、大雄丸、腎氣丸等。 

（三）散、丸、丹、吊膏等具備較強療效的藥品：例如咳嗽散、風濕丸、虎骨膏、

消氣散等都屬於這類藥品。 

    不同種類藥品的利潤也有厚薄之分，因而也影響了賣藥者的銷售意願。例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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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手頭之類的家庭常備藥品，由於單價不高，利潤薄，通常只有小「賣藥團」在

販賣，為的是薄利多銷。至於規模較大的「賣藥團」喜歡將單價較高的補藥、傷

藥等列為主打商品（劉秀庭，1999）。 

    「王祿仔仙」或是「賣藥團」販售的藥品品質良窳參差不齊。固然有些由合

格製藥廠商自己經營或雇用的「賣藥團」，販售的都是符合衛生規定的合法藥品，

但是也有為數不少的「王祿仔仙」和「賣藥團」是批發小製藥廠商研製的密藥再

自行販售，由於這些藥品並未經過衛生檢驗，藥品的品質良莠不齊，甚至連賣藥

團的成員本身也不敢服用（劉秀庭，1999）。 

    由「王祿仔仙」或是「賣藥團」販售藥品的種類，可發現在早期補藥、傷藥

是利潤高、業者喜愛販售的商品，這樣的趨勢在現今的「空中藥房」裡是否也是

如此，筆者會在對「空中藥房」的分析中進一步闡釋。另外，「王祿仔仙」或是

「賣藥團」販售藥品的品質會因藥品來源而有很大差異，這樣的特質是否也會在

「空中藥房」消費文化裏繼續呈現，筆者也會於後述加以探討。 

 五、多元醫療體系：常民購買藥品習性和關切的健康問題 

    有人愛買才會有人想賣，從「王祿仔仙」和「賣藥團」最熱銷的藥品種類，

可推論民眾的醫療消費習性和特別關切那些健康問題。 

    如前述，「王祿仔仙」、「賣藥團」喜歡把補藥、傷藥等列為主打商品。除

了單價比較高外，這兩類藥品一向深受民眾歡迎，能創造較高利潤也是主因。 

    以補藥來說，根據劉秀庭（1999）的研究，訴求廣泛療效、老少咸宜、滋補

強身的湯、丸、藥酒、龜鹿二仙膠等通常都是鄉民最感興趣的，尤其是針對滋陰

壯陽類藥品幾乎都是替賣藥團賺最多錢的部分，例如壯陽藥品雖然單價較高，不

過除了男性觀眾自己購買之外，也常有婦女為另一半購買，滋陰的藥品也是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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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形。 

    至於傷藥部分，一方面是與台灣早期處於農業社會階段，工作性質多屬體力

勞動有關（劉秀庭，1999）。由此也自然可以想像在重度勞動之後，身體酸痛或

擦撞受傷是常有的事，無怪乎家家必備能治傷痛的傷藥。另一方面，各地林立的

武術館，加上在大眾媒介還不發達的年代，走江湖打拳賣藝是鄉間民眾工作和用

晚餐之餘，邊觀賞表演邊購買藥品的重要娛樂兼消費活動，都推銷不少酸痛膏

藥、袪傷藥等傷藥給民眾使用（林美容，1996；陳良俊，2007）。 

    當然，民眾喜歡購買上述藥品，如第二章文獻探討中所提到的，筆者認為除

了實際的生活需求之外，其實也反映出常民對健康的期待和使用醫療的信念，而

這就與台灣醫療體系的特質息息相關了。因為醫療體系是一個蘊涵著文化價值的

象徵體系，諸如人們對健康或疾病的定義，使用的病因解釋與藥物詞彙等，都透

露出民俗文化的信念與文化特質（張珣，1989；楊翎，2002）。 

    從清末民初以來，台灣便是一個多元醫療體系社會，包括從 17 世紀之前就

跟著漢人移民帶入的中醫漢方和民俗醫療；至於 19 世紀隨基督長老教會傳教士

而來的西方醫療方式，則在日治時期開始有計劃地推動、光復後受歐美影響尤其

成為醫學主流（楊翎，2002）。不過根據張珣（1989）的研究，早期台灣處於中

西醫療都缺乏的狀態，一般民眾有病痛時仍以自行處理或使用民俗醫療中的草藥

或宗教療法（張珣，1989: 103–4）由此或可看到一般常民自療慣習的另一歷史源

頭，也更能理解在在長期缺乏合法醫療管道下，民眾並不忌諱向「王祿仔仙」、

「賣藥團」購買藥品，因為這是比合法醫療管道更容易取得藥品或醫療服務的方

式。 

    另外，醫療體系既是一個蘊涵著文化價值的象徵體系，內含許多與醫療相關

的詞彙用語，所以當筆者希望了解常民的醫療信念時，即從流行於一般社會大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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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間，具有傳授經驗智識及教訓勸誡作用的諺語（或稱為俗語）（陳主顯，2003）

著手。筆者發現從這些被分類至「衛生」或「健康」項目的諺語中，29相當程度

地反映出長期以來常民非常重視健康，且相信保養、補身、及用藥對保持身體健

康的重要性。由此或可推論出民眾因持有這樣的信念，而對具備保養兼醫療功效

的補藥特別有興趣： 

（一）非常重視健康 

    諺語中有不少強調健康的重要性，認為健康比好命或著富有更重要。例如「好

命無值著勇健、好額無值著會食」，寓意著命好也比不上身體健康、強壯的人幸

福，而有錢也比不上胃口好，能吃會喝的人幸福。「金玉滿堂、不如平安健康」，

寓意有錢比不上平安健康。「無病小神仙」，寓意身體健康就像神仙一樣逍遙自

在。「賺錢有術、性命愛顧」，寓意不要為了賺錢過於勞累而傷了身體。「萬金良

藥不如無病」，寓意平安就是福、預防重於治療。 

（二）強調保養、補身、及用藥對保持身體健康的重要性 

    「三分醫七分養」，寓意人休養保養比醫治更重要。「桶漏著刻箍、人虛著

補」，寓意人的身體一旦虛弱就要進補才能恢復健康。「無錢倘買藥、有錢倘買棺

材」，寓意生病就應該買藥來吃，不要省了買藥錢後反而要來買棺材。「食著藥，

青草一葉；食無著藥，人蔘一石」，寓意對症下藥的效果最好。 

    於第二章文獻探討中，Kleinman（1974）針對台灣地區醫療文化的研究中指

                                                 

29 諺語來源：楊清矗（1997）。《台灣俗語辭典》。台北：敦理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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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台灣地區的醫療科學形式是混合西方醫學模式、傳統醫學、民俗與大眾日常

生活醫療知識所成多元醫療文化體系，且常民經常是以日常生活部門的價值信念

為主，並用以選擇使用專業醫療或/及民俗部門所提供的服務。Kleinman 的觀點

從台灣傳統的「王祿仔仙」、「賣藥團」文化，似乎也得到了印證。筆者於比對

能反映常民日常生活部門價值信念的與「衛生」或「健康」相關諺語，以及「王

祿仔仙」、「賣藥團」喜歡把受民眾歡迎的補藥列為主打商品之現象後，發現兩

者之間存在微妙的相互呼應關係，亦即諺語反映長期以來常民非常重視健康，且

相信保養、補身、及用藥對保持身體健康的重要性，而補藥也恰好是「王祿仔仙」、

「賣藥團」販售藥品種類中最暢銷且利潤最高的。由此或可推論出民眾因持有重

視健康和保養的特定健康信念，而對具備保養兼醫療功效的補藥特別有興趣，並

進而產生消費「王祿仔仙」、「賣藥團」等民俗部門所提供醫療商品的服務。如

果再連結到本研究的主題–「空中藥房」，即可由「空中藥房」最常也最喜歡販賣

的藥品種類，反推「空中藥房」消費群的健康信念。 

 

第三節 「空中藥房」場域的開啟 

    隨著台灣社會結構由農業為主逐漸轉向工商業發展，原本做為農畜產品集中

交易地的大市集一個接一個消失，這代表著「王祿仔仙」和「賣藥團」逐漸失去

表演場地，民眾也愈來愈難看到他們的演出。加上大眾傳媒的愈趨多元化，如收

音機的普及化與 1962 年台灣電視公司成立，影響所及，人們的日常生活娛樂方式

也隨之改變，會到戲院裏買票去看歌仔戲、布袋戲、客家採茶戲與新劇的觀眾愈

來愈少，而改成收聽廣播或收看電視。尤其在 1960 年代之前和 1960 年代初期電

視還不那麼普及時，廣播逐漸取代江湖賣藝和野台戲，成為大眾的寵兒。資深的

電台經營者兼廣播節目主持人 L1（代號 M2）先生描述當時廣播的盛況，從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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談話中可知，廣播是當時老少咸宜、大多數民眾生活中及工作時不可或缺的良伴： 

那時連電視都沒有，有也是黑白的。…那個時候收音機還要有執照的！…每

一個收音機都會有很多人在聽。…早期鄉下或是店面，像我們小學上課，收

音機在播，我們都一直聽，聽久了以後才去上課，所以以前是一台收音機很

多人在聽，廣播劇的話，是一群人都在那邊工作，一編織毛線呀一邊聽。 

    如前述，由於原先在戲院內台、市集、廟埕的賣藝人逐漸喪失表演場地，亟

須尋找其他出路，加以製藥廠商見到廣播的盛況，感覺民氣可用，因此兩者的結

合是很自然的。製藥廠商招徠一批原先在戲院內台、市集、廟埕中賣藝、演戲的

表演者，轉入廣播電台，包下各電台時段，30製作講古或以民間傳說、歷史故事

改編的廣播歌仔戲或結合唸唱的廣播劇及客家採茶戲節目。1954 年「廣播歌仔戲」

正式開播，在晚間七､八點，大家結束農忙、茶餘飯後的休息時間，都一起收聽

廣播，盛況好比電視的八點檔連續劇，也捧紅了不少廣播劇的演員和廣播節目主

持人。藥商一方面以藝人演出的廣播劇吸引民眾持續收聽，另一方面要求廣播節

目製作人、主持人，在節目中插入藥品廣告，或請主持人代言，以抽成作為回饋；

甚至有部分藥商要求廣播劇中的成員，到各處表演兼促銷藥品，例如請劇中成員

到各藥局站台表演，在廣播節目中就會插播當晚的表演地點（劉秀庭，1999: 10；

高宜凡，2003）。 

    製藥廠商、賣藝兼賣藥者和廣播電台三者的結合及相輔相成，開啟了廣播電

台和賣藥廣告、賣藥節目內容結合的先河。「空中藥房」場域於焉開啟。 

    在「空中藥房」場域中，製藥廠商、賣藝兼賣藥者和廣播電台既是開創者，

                                                 

 30當時中廣台中台、台中農民電台、台北民聲電台、民本電台、中華電台、中廣、警廣、正聲等

電台都有製播廣播歌仔戲節目（劉秀庭，1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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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是此場域中重要的行動者，只是現今賣藝兼賣藥者的角色已逐漸被電台節目主

持人所取代，或者說兩者已逐漸合而為一。至於聽電台節目、購買電台藥品的聽

眾（消費者）、和電台搭配共同銷售電台藥的指定藥房、控管電台和藥品的政府

行政機關、以及對政府行政機關有監督權的民意代表，也參與了「空中藥房」場

域運作，都是構成「空中藥房」場域中不可或缺的行動者。 

 

小結 

    在爬梳了從「王祿仔仙」、「賣藥團」、「寄藥包」，一直到「空中藥房」

場域開創的歷史脈絡後，筆者發現製藥廠商的主導，貫穿了長期以來的醫療消費

文化。製藥廠商不斷結合當時最普遍且最受歡迎的媒介，充分利用該媒介的特質

做為銷售利器。「王祿仔仙」、「賣藥團」、「寄藥包」、「空中藥房」都是這

種銷售模式下的產物。因此筆者認為從此歷史軌跡來看，當吾人欲分析醫療消費

文化時，主導的製藥廠商以及製藥廠商結合的媒介之特質，會是影響銷售模式的

關鍵。由此也就可以理解「空中藥房」（廣播媒介），以及繼廣播之後愈來愈蓬勃

發展的有線電視、網路為何都是依循著這條路徑發展，包括未來如有更先進更流

行的媒體出現，在製藥廠商主導因素不變下，預期都將會是藥商結合的標的，而

類似的醫療消費文化也會不斷地進行再生產。 

    其次，從醫療消費文化的歷史發展中，可以讓吾人理解醫療消費文化長時間

地對銷售者和消費者慣習的形塑力量。例如銷售者部分，「王祿仔仙」、「賣藥

團」在銷售藥品時，習於使用以提供表演、娛樂，再結合比較誇張甚至有些欺騙

性質的方式，固然增加常民的生活樂趣，卻不見得能保障常民的用藥安全。「寄

藥包」則是供應常民合格藥廠製造的萬用藥、常備藥，讓常民得以應付日常微恙，

加上業務員具備基本的醫藥訓練，對客戶親切且貼心，雖然與「王祿仔仙」、「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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藥團」相比，娛樂性明顯不足，但是在用藥安全以及兼顧身心的醫療服務方面，

卻是明顯勝於後二者。 

    關於常民的醫療消費慣習部份，對經過「王祿仔仙」、「賣藥團」式賣藥文

化洗禮的常民而言，「寓賣藥於娛樂」、又帶些誇張的銷售方式，至少是他們熟

悉的。除此之外，長達數十年的「寄藥包」文化，保留給常民相當大的彈性選擇

用藥空間（用或不用藥、何時用藥、用什麼藥），對形塑常民的自療性格方面存

在一定的影響。至於常民接受萬用藥、常備藥的觀念，以及期待業者能提供親切

且貼心服務的需求，也能從「寄藥包」文化特質中看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