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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文 摘 要 ： 疫苗的產業化及其用以防疫是饒富社會學意涵的主題，卻甚

少為社會學家深入研究。本專題研究計畫以兩年為期，承繼

計畫主持人長期對疫苗社會學的關懷，並以跨國比較對照，

經過理論發展與田野考察，得有相當豐富的成果。跨領域的

研究是社會學傳統之一，本專題研究計畫以社會學為本，橫

跨生醫技術、市場經濟，以及政策治理，在成果的呈現中亦

得以見其廣度。首先本專題研究計畫的研究目的包括：1.為

了瞭解疫苗市場的建構過程與形貌；2.為了瞭解新興疫苗的

經濟、技術屬性與在地條件的關係；3.為了瞭解疫苗社會意

義的建構及其影響；以及 4.為了貢獻於社會學對疫苗技術、

經濟、文化與創新之相關知識進展。由於原本計畫申請的期

限是三年，但核准的期限縮短為兩年，加以執行中增加部份

延伸議題，部份目的未能完全符合。其次，透過本專題研究

計畫的進行，對既有的知識脈絡有相當之耙梳，而且更因應

議題發展的需要，進一步擴大了知識基礎。本專題研究計畫

採用訪談、參與觀察以及次級資料蒐集分析等方法，並透過

跨國比較分析，得以瞭解台灣的特殊與一般現象。在本結案

報告中是以兩份已經發表的學術論文為主體，配合投稿中及

撰寫中的論文大綱，具體呈現計畫成果。由於本專題研究計

畫具有相當可發展性，在本計畫結束後，另有兩個衍生的專

題研究計畫執行與申請中，一方面持續深化對生技相關社會

學理論之發展，另一方面也意圖擴大本專題研究計畫成果在

實務領域的影響力。 

中文關鍵詞： 疫苗產業、疫苗供應、疫苗使用、疫苗市場、生命政治、生

命經濟、免疫化 

英 文 摘 要 ：  

英文關鍵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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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疫苗的產業化及其用以防疫是饒富社會學意涵的主題，卻甚少為社會學家深入

研究。本專題研究計畫以兩年為期，承繼計畫主持人長期對疫苗社會學的關懷，並

以跨國比較對照，經過理論發展與田野考察，得有尚稱豐富的成果。跨領域的研究

是社會學傳統之一，本專題研究計畫以社會學為本，橫跨生醫技術、市場經濟，以

及政策治理，在成果的呈現中亦得以見其廣度。在本結案報告中，將首先陳述計畫

申請之初所擬之研究目的，其中有部份目的在計畫審核後（原本申請的期限是三年，

但核准的期限縮短為兩年）與執行中（增加部份延伸議題）略有調整，亦將一併說

明。其次，在本專題研究計畫中所植基之知識脈絡將於文獻回顧一節予以說明。不

過由於在計畫進行中，因應議題需要擴大了知識基礎，部份文獻將併於成果一節再

行討論，以維成果呈現之完整性。在研究方法一節中，將說明計畫中所採用的資料

蒐集方式，以及各研究成果的資料分析與呈現方式。本結案報告中關於結果的部份，

將以兩份已經發表的學術論文為主體，配合投稿中及撰寫中的論文大綱，具體呈現

計畫成果。最後，結案報告亦將對本計畫結束後，接續的研究發展方向進行說明。 

 

貳、研究目的 
 

一、為了瞭解疫苗市場的建構過程與形貌 
首先，疫苗雖屬醫藥之一部，但其特性如用於健康之人體、且與防疫政策息息

相關，卻與傳統之醫藥有極大的差異。此等獨特性使得疫苗市場有別於過去對於醫

藥市場之認知。對疫苗市場有一定的認識是疫苗採用甚至是發展疫苗產業的重要條

件。因此，當我們說市場建構，其實是在描述如圖 1 這三度空間裡的行動者，以特

定疫苗為中心的旨趣，會有怎樣的集體或有組織性的行動發生。本研究計畫即以描

述特定疫苗之市場建構過程，並其在不同階段的形貌為主要目的之一。 

 
圖 1：本專題研究計畫基本架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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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為了瞭解新興疫苗的經濟、技術屬性與在地條件的關係 

本研究實為計畫主持人長期關懷的主題，並銜接 99 年度專題研究計畫未竟之

志，具有與先前知識發展與學術脈絡上的連貫性。先前研究所呈現的是以法國疫苗

產業創新為對象之研究成果，是建立在一個相對比較「先進」的防疫國家基礎上，

而具有一種指標性的參考價值。而利用相同的研究方法及其他後續發展出來的研究

工具來檢驗田野，在相關知識的發展過程中，也具有一種先導的意義。因此，本研

究另一個目的在於提供一種知識發展的嘗試，用與其他國家可以進行比較的框架，

結合後續發展中的各種新知識，重新來檢驗台灣的情況。 
 
再者，疫苗雖以免疫功能為共通的原理，但每一種疫苗都是獨特的，有其個別

的特殊性。例如 B 型肝炎疫苗是包括台灣在內亞洲地區特別需要的疫苗，也是早年

台灣發展生醫疫苗產業的代表性疫苗，雖然其產業化終至失敗。因此，本專題的目

的之一亦在重新界定個別在地疫苗供給與採用的社會機制，特別是有些疫苗在台灣

有其獨特之處，如日本腦炎疫苗。當然在計畫過程中，仍得視台灣實際情況，增加

或刪除納入研究之疫苗。例如可以一併探討最新的腸病毒疫苗在台灣的發展與採用

過程，而具有當下之重要意義。 
 
三、為了瞭解疫苗社會意義的建構及其影響 
 疫苗雖經政策採用，但有許多因素會影響大眾對疫苗的認知，包括對風險的認

知，而使得疫苗最終或者不見得可以被接受使用。這些民眾心中建立起來的疫苗形

象，其實就是疫苗的社會意義。過去因為政治體制的特殊屬性，疫苗的社會意義或

者可以透過政府科技官僚的努力建立起來。但在今日，建構疫苗意義的過程是相對

複雜許多。但如果不能瞭解這一部份，也就不能回答為何政府衛政單位努力了半天，

民眾卻不捧場的現象。瞭解疫苗社會意義的建構及其影響是本研究的主要目的之一。 
 

四、為了貢獻於社會學對疫苗技術、經濟、文化與創新之相關知識進展 
 本專題研究計畫希望能夠在社會學及相關領域的知識發展上，有積極的貢獻。

尤其在晚近的新經濟社會學與科技社會學領域，如何藉由對疫苗及其類似之人造物

(artifact)或商品在社會上的出現、擴散、被接納以及被大規模採用等過程與現象，可

以提出有見地的研究發現，而促進相關知識之進步。 
 

另一方面，對專家或疫苗科技專業人士而言，本研究計畫所產生之知識亦對其

有相當重要之啟發性，尤其在政策制訂過程中，若有社會學相關之知覺，相信有助

於政策品質之完善。故而貢獻於知識進步亦為本研究之重要目的之一。 
 

 

參、文獻探討 
一、有關疫苗之採用 

過去對台灣疫苗相關的研究，多出自於醫學相關背景者，而尤以疫苗技術相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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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題為主要討論範疇（如呂俊毅、黃立民、李慶雲 1999）。其中或有些特別關心到

疫苗採用制度的部份，也多是醫學或疫苗技術專家所著（如 Kuo & Chen 2002；許

須美 1998；廖明一 1999；李秉穎 2001；李慶雲 2006；劉定萍、郭旭崧、侯勝茂 2007
等）。這方面在韓國的情況也是類似，如 等(2008)之討論，亦是基於醫

學與疫苗專家之立場。 
 
而過去少數從人文社會科學角度來討論疫苗的社會意涵者，主要是以科學、技

術與社會(STS)相關的學者為主，包括林崇熙(1997)最先討論的 B 型肝炎疫苗現象以

及晚近討論卡介苗的歷史(張淑卿 2009)。只是這方面的本土研究，多僅以特定的個

別疫苗為主題，而且不太涉及與市場有關的其他面向。而在經過 SARS 風暴後，社

會學界也有一些對於防疫制度的研究出現（如陳東升、吳嘉苓 2004），在作為對照

上，乃有一定的參考價值。同樣的情況，在韓國也有首爾國立大學社會系宋虎根

教授對衛政所做的討論 2006)，可以做為本研究之參考。 

 
除了以上發表為期刊論文的研究成果，另外也有少數碩士論文的主題是在討論

一些新興的疫苗，如台大衛政所林佳瑩(2007)從廠商推動疫苗的觀點，來討論人類

乳突病毒(HPV)疫苗這類新興且具有更高經濟利益的疫苗如何在社會上推動，而呈

現出對於產業面旨趣的初步關心。另有一篇國外研究是以台灣和泰國在採用 B 型肝

炎疫苗的政策制訂過程進行比較(Munira & Fritzen 2007)，雖稍有涉及製造的部份，

但因該研究採用二手資料，討論不夠深刻，也有不少可以進一步討論的空間（詳如

以下文獻評析）。故而整體而言，對於國內疫苗供給與採用的社會機制並未曾有過系

統性的研究，有待進一步發展。 
 

至於在國外方面，荷蘭阿姆斯特丹大學社會學系 Stuart Blume 教授過去即長

期關心疫苗產業與國家防疫政策之間的相互關係，並也產出不少研究成果(參考

以下文獻評析部份之說明)。此外，法國國家科學研究院(CNRS)的 Anne-Marie 
Moulin 研究員亦長期進行法國防疫史的研究，田野涉及國際機構、巴斯德研究

院、疫苗廠以及醫學社群等，並累積相當成果(Moulin 1991; 2006)。這些研究經

驗與成果，適可以提供國內研究之參考比較。 
 
而若從國家所處的社會經濟發展地位來看採用的現象，過去亦有學者以發

展中國家的角度來處理相關議題，特別是在疫苗如何引進方面(Mahoney & 
Maynard 1999; Clemens & Jodar 2005)。這些研究主要是以位於韓國首爾的國際

疫苗研究院(IVI)的成員或顧問為核心，如該研究院主任 John Clemens 以及顧問

Richard Mahoney 等人。 
 
二、有關疫苗之使用 

有關疫苗使用之研究，在國外過去一段相當長的時間主要多是以反疫苗接

種運動(anti-vaccination movement)為討論核心。這樣的傳統從二十世紀初就已經

開始。即如卡介苗推廣過程中，就有持續的反對聲音(Chen 2005)。但反疫苗的

研究在台灣相對是比較少的，相關訊息比較匱乏。 



 4

 
至於有關對疫苗的認知，最早大概就是 Mary Douglas 在以社會科學來看待

科技風險接受方面的討論(Douglas 1986)。之後少數一些討論疫苗感受認知的研

究，也多接續這樣的風險傳統(Streefland 1999; Maayan-Metzger et al. 2005)。而晚

近特別是在 H1N1 新流感風波中，有許多的討論轉向去瞭解接受或拒絕疫苗的

動機原因，如法國社會學家 Setbon (2010)等人對法國前一波 H1N1 疫苗接種情況

的分析發現，願意接受疫苗最主要的原因是希望能「自我保護」，其次是可以

保護身邊親近的人(significant others)，而真正相信疫苗的人並不多。另外，拒絕

疫苗接種的最主要原因是擔心疫苗的危險性，其次是認為 H1N1 流感並不是嚴

重威脅的傳染病，再來才是懷疑疫苗的有效性。 
 
在國內方面，疾管局曾經在 2007 年間進行過電話調查，針對老年人接種流

感疫苗的意向進行研究，結果發現願意接受疫苗接種的最主要原因是「害怕得

到流感」(黃惠萍等 2007)。唯相關研究仍屬少見。 
 
三、有關疫苗產業 

過去國外有關疫苗產業的研究多為唯經濟層面的考量，如討論疫苗的供應

與產業之關係(Institute of Medicine 1985; Pauly 1996)、疫苗廠商的分佈狀況

(Vandersmissen 2001; Bertrand et al. 2006)、疫苗的經濟效益(Ashley & Murray 
1996; Ehreth 2003)、以及疫苗產業的創新活動(Archibugi & Bizzarri 2004)等。比

較具有社會意涵的研究，則以組織層級之個別疫苗廠商的發展歷程(Galambos & 
Sewell 1995)較具代表性。普遍而言，相較於其他類別之產業研究，國外的疫苗

產業研究成果顯得較為薄弱。值得一提的是關於韓國疫苗產業發展的研究，有

學者是從個別疫苗的技術與產權關係來討論，具有特殊意義(Mahoney et al. 
2005)。 

 

在國內方面，由於過去並未有完整可供分析的疫苗產業，大部分對產業面

的研究分散於特定技術或技術介面的討論(蘇瑀 1982；楊均梅、何美鄉 1995；
蒲若芳等 2001；曾偉君等 2004)、進出口效益評估(張博論等 1996；邱永仁

2004；顔哲傑 2005)、或早期歷史研究(邱仲麟 2006)等。另有疫苗產業發展相關

的討論，則多出自政府單位或研究機構（如劉定萍，2006）。因此，在議題選

擇與基本主張方面有相對較為同質的觀點與立場。倒是過去從社會學角度來理

解台灣生醫產業發展的相關研究是不容忽視的，其中包括從後進追趕的角度(王
振寰 2010)、醫療與社會關係的角度(張苙雲 2009)等，雖然與疫苗產業沒有直

接關係，卻提供相當之參考對照依據，而具有啟發性。 
 
四、有關疫苗市場 
 嚴格來說，以經濟社會學或科技社會學角度來進行疫苗市場的研究，在過

去並沒有先例。經濟社會學者如 Podolny(2001; 2005)曾以疫苗為例，說明市場可

能的類型，但其並未真正進入疫苗田野，也未有實際的研究。即使文獻中曾有

一些關於疫苗市場之討論（如 Kremer 2001; Evers 2002），也多是在談前項之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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苗產業，而非社會建構下的疫苗市場。這方面的學術領域乃有待進一步拓展。 
 

五、疫苗與制度 
關於防疫制度形成的研究，過去多以醫學史學家的貢獻為著。例如美國歷史學

家 James Colgrove (2006)就藉由不同疫苗在美國接續納入防疫體系的歷史回顧，建

構了一套屬於美國的國家防疫史觀。此一研究是建立在美國早期作為一個疫苗的引

進者，以及後期成為主要疫苗提供者的角色變遷經驗上，而具有一種正當性當前美

國作為疫苗先進國的詮釋立場。而法國疫苗史學家 Anne-Marie Moulin (2006)則用專

屬於法國的觀點來詮釋法國如何從早期巴斯德(Pasteur)的傳統發展到晚近的防疫體

制與疫苗供應全球化的處境，其中尤以 B 型肝炎疫苗為最大的轉折。這種以法國為

中心的觀點，相較於後起之秀的美國，有著更多的反省。社會學家 Stuart S. Blume 
(2005)則是以荷蘭為例，基於一個較小規模國家的立場，考察特定的疫苗如何在一

個國家的防疫體制中，因專家的選擇形成公共政策，進而對疫苗產生一種有歷史性

的長期發展脈絡，即所謂的鎖住(lock-in)效果。這種觀察後來也放在跨國比較的框架

下，例如探討英國和德國採用小兒麻痺疫苗的發展經驗(Lindner & Blume 2006)。 
 

然以上研究，多半建立在醫藥先進國的經驗，採取的觀點或許並不適用於發展

中國家的情境。在非先進國家的情況，過去的研究成果是在非常不同的議題中呈現

出來，例如晚近有學者從北南不平等的角度切入，討論歐洲與北美等所謂「北國」

及根源於該等地方之廠商如何結合國際組織之力量，將特定疫苗及其帶有不平等意

涵的醫學與社會概念同等輸入非亞洲之「南國」，以致於建構出一種在地性的不平等

現象(Casper & Carpenter 2008)。事實上，類似的觀點其實在討論殖民時代從帝國輸

入疫苗，而在殖民地建立起對應的特殊「防疫文化」，就已經是一個存在的問題

(Davidovitch & Greenberg 2007)。 
 

撇開具有強烈社會關懷的不平等研究，就疫苗的採用歷程而言，晚近亦有

從發展中國家的特定疫苗採用經驗來討論政策過程之研究，包括台灣採用 B 型

肝炎疫苗的經驗(Munira & Fritzen 2007)。這一類的研究主要在探討政策過程

中，不同的社會團體如何參與在其中，而建構出在地的防疫制度。這樣的發現

初步舉出專業社群與政府部門之間的互動模式是決定疫苗採用的核心過程。這

種描述已經初步揭露疫苗政策與大眾參與之間的強烈落差。唯其在描述專業社

群與政府部門的部份，未盡能符合台灣之實況。例如很多的衛政官員，實則出

身於專業社群，甚至疫苗製造廠的領導層級，也不脫專業社群與衛政官員相關

之身分。唯有釐清其間的利益或旨趣之複雜關係，方能確切瞭解政策過程的實

貌。 
 
六、疫苗做為一種商品 

過去純粹從經濟觀點理解疫苗採用的途徑有二：一是所謂的成本效果分析(cost 
effectiveness analysis)，多半是提供為政策制訂之需要(如 Lloyd et al. 2008)；另一則

是對疫苗市場的分析，而提供疫苗廠商或產業推動者相關策略之制訂(如 Evers 
2002)。如果從 Polanyi (2001)對市場的主張，這兩個途徑都陷入一種「經濟謬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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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conomic fallacy)的困境，而沒辦法適切反應疫苗作為一種社會特殊商品的屬性。

另一方面，藉由對疫苗的屬性的瞭解，過去的知識認為若無政府之介入，疫苗的將

不會有市場，此即疫苗的市場失靈現象。因此，疫苗之能夠成為只有所謂「自我中

心的」(egocentric)不確定性產品(Podony 2005)，就是認為疫苗市場的不確定主要只

有發生在研究機構或廠商的疫苗開發過程中，因為一旦疫苗上市且透過防疫政策的

制訂與執行，就可以將市場上的不確定性排除。 
 

事實上，在晚近的經濟社會學發展脈絡下，已經有許多新的框架可以提供檢視

疫苗的經濟屬性。這些觀點可以幫助吾人對疫苗的市場現象有更深刻的理解。首先，

市場並不是原子化的買賣雙方和交易物而已，市場中的生產者會透過市場的表現，

其實就是消費者對各廠商產品的滿意程度在市場中的反應，而成為生產者策略制訂

的參考，繼而採取後續的生產行動。此即所謂的「生產者市場」，是生產者間的一種

相互參照產生的現象，而成為市場的源由(White 1981)。 
 

更進一步而言，市場其實是受到行動者間的社會網絡關係而決定(Baker 1984)。
交易行為中需要信任關係，也需要資訊，而這些條件並不是自然而然存在的，都需

要有一定的社會鑲嵌條件，而使交易可以順遂發生完成(Granovetter 1985)。即使是

透過資訊技術輔助實現的完全市場，其也不過是一種理想的呈現，是建構的結果

(Garcia-Parpet 2007)。事實上，完全市場不單只是一種現象，而更是一種指導市場建

構的行動指南，是透過經濟模型的理解，而將其中必備的條件一一在市場中實現出

來，包括相關交易規則、市場設備、甚至交易的實體環境等，而構成市場「元件」

或「裝置」(devices)，使市場成為可能(Muniesa, Millo & Callon 2007)。因此，經濟

模型不是被到觀察的結果，而是做為市場機制的推進器(MacKenzie 2006)。 
 

另以制度性的市場運作邏輯來考量，經濟活動中必須至少有四個基本的條

件是必須被重視的，包括財產權(property right)、統理結構(governance structure)、
交易規則、以及控制思維(conceptions of control)，而成為穩定交易最根本的制度

條件，即據此探討市場才有意義(Fligstein 2001)。這種觀點恰與 Bourdieu(2000)
主張的「場域」(field)市場觀點一致，而提供一種在權力基礎上理解市場的途徑。

相較於市場「元件」的觀點，這種主張有更結構性的意涵，也更強調文化的作

用，故亦稱之為政治文化取徑的市場社會學。 
 
七、疫苗作為一種技術物 

從科技的角度切入討論疫苗，至少應該涵蓋三個層級，包括個別疫苗的技術發

展、不同疫苗間的技術競爭、以及疫苗與其他疾病預防或治療手段之間的競爭。這

些層次乃牽涉到是否有技術的路徑依賴及社會建構等議題。如前述 Blume 等之研

究，即在一種技術發展的路徑依賴框架下所進行的討論。而拉圖(Bruno Latour)對巴

斯德(Louis Pasteur)發展炭疽疫苗的研究(Latour 1987; 2001)，則是偏向一種建構的立

場。唯其所謂的建構，並非一般所知之社會建構，而是一種破除「人」與「非人」

界線的超對稱建構(Sismondo 2004)，稱為行動者網絡理論(actor-network theory, 簡稱

A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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行動者網絡理論的主張在於對科技物採取一種未知論(agnostic)的立場，而將之

與有自主行動能力的人同等視為具有旨趣的「行動者」。行動者之間得藉由旨趣之轉

譯(translation)而產生聯盟(alliance)，或由於旨趣之難以結合而無法聯盟，因此導致

技術物能否存續於社會(Callon 1986)。當然，此一觀點引發眾多批評，其中尤以未

知論立場欠缺文化情境之考量，以及「非人」行動者之設定最為可議(Sismondo 2004)。 
 

若考量社會情境的因素，此乃技術的社會建構論(SCOT)之核心精神。即如 Bijker 
(1995)對自行車的技術發展研究為例，就以「技術系統」的概念來說明箇中的集體

運作過程。技術系統論主張在技術物的採用過程中，包括在地的使用者在內的各種

社會團體往往有非常重要的影響力。不同的社會團體對特定的技術物有可能會有不

同的關心點，因此技術物會對應於不同團體產生不同的意義，此即所謂的「詮釋彈

性」(interpretive flexibility)。在不同的社會團體角力下，詮釋彈性是決定技術發展軌

跡的關鍵(Pinch & Bijker 1987)。這就回應到前述三個層次的技術議題。 
 

當然，在不同的權力運作下，技術物在社會上的使用當然也具有政治性格。其

或因技術物決定了社會權力結構；或技術物之存續是建立在其與某種特定的社會權

力結構之親近性(Winner 1980)。這樣的主張則與前述政治文化取徑的市場社會學有

得以呼應之處，而與忽略社會文化條件的ANT觀點在某種程度上是相互對立的。 

 

肆、研究方法 
 

本研究計畫所討論的疫苗市場建構，是在瞭解疫苗市場形成與運作的社會

機制(social mechanism)，而非市場的社會法則(law)。因此，在(1)疫苗採用的部

份，主要是延續先前的計畫，以個別疫苗為核心，去勾勒出行動者與技術（物）

的相互建構性，作為疫苗市場建構的基礎。換言之，市場有作為一種「裝置」

(device)的意涵。(2)在疫苗供應部份，要去處理的是技術使用、廠商位置與組織

行動的關係。這部份至少有兩個層面的工作，一是在行動者層次上去瞭解技術

如何可以被實現為商品，也就是行動者的網絡圖像(network configuration)如何貢

獻於疫苗知識的產業化。另一是在組織層次上，去瞭解後進的意涵。後進不僅

是一種相對位置的改變，更重要的是組織行動如何可以建立在本地及國際產業

與社會中的正當性。(3)在疫苗使用方面，主要在處理技術物如何在日常生活互

動網絡中被再詮釋，使其有被使用的「道理」(reason)，而非僅建立在所謂市場

的「理性」(rationality)層面。 
 
透過前述三個方法論上的立場，本專題研究計畫以兩組研究方法進行分

析。第一組是從台灣本地以及韓國的實際情況去勾勒出現實的疫苗供應、採用

與使用的風貌，也就是從經驗上去理解疫苗市場的整體概況。第二組則是從既

有的理論出發，去建立起一套符合圖 1 架構的思維框架，亦即以理論發展來想

像疫苗與人的關係。這兩組方法在不斷地交融衝撞下，產生如下的成果。 
 



 8

 

伍、結果與討論 
 

本研究的成果仍持續整理與生產之中，並未因為研究計畫結束而完成。直到2013
年10月底為止，已經透過計畫的支援產生包括至少三篇研究論文、兩篇研討會論文，

另有衍生著作發展中，如下表1所列。 
 
表1：本專題研究計畫具體學術成果 

 標題 出版狀態 

（壹） 技術的權力與權力的技術：台灣疫苗採用的歷程分析 刊登於《台灣社會學》 
（貳） 

Paths toward hepatitis B immunization in South Korea and 
Taiwan," Clinical and Experimental Vaccine Research 

Clinical and Experimental Vaccine 
Research 

（參） 從生命到生意 發表於2012年台灣社會學年

會，修改投稿中 
（肆） 治理性危機 撰稿中 

（伍） 
全球技術與地方社會 
Global Technology and Local Society: Paths for Korea and 
Taiwan to a Bioeconomy 

發表於「創生知識區位：台灣

技術研究工作坊」，修改投稿

中 

（陸） 
展演健康、建構市場： 
法國肺炎鏈球菌疫苗市場的展演性分析 刊登於《台灣社會研究季刊》

 

在以下的成果說明中，部份已經發表的論文將以全文呈現，規劃中或審查中的

論文則因資料仍有難以公開之顧慮，僅以摘要方式揭露。 

 

 

（壹）權力的技術與技術的權力：台灣疫苗採用的歷程分析 
 

摘要 

本論文從疫苗的生命權力和疫苗使用對社會中的權力關係產生的效果，來理解

如台灣的後進社會中，疫苗防疫制度如何被建立起來，又何以產生各樣的問題。本

論文將台灣疫苗採用的歷史分為兩階段，以疫苗技術物為中心，分別就疫苗的治理

性、疫苗的政治性，以及其相互的關係進行分析。本論文發現疫苗治理在台灣的建

立與發展，是透過不同時代疫苗技術物的引進，配合當時在地的決策條件，經由疫

苗採用的真理論述，決定出採用的模式，而呈現不同階段的治理現象。另外，一旦

疫苗被採用之後，會進一步確立專家的位置、制度的形式，以及與國內外相關行動

者的權力網絡關係，以致於影響到次一階段的治理合理性，而呈現路徑依賴效果。

本論文亦指出二十一世紀以後新興疫苗所發生的治理性危機，是源於分裂的真理論

述、分權化的干預策略及分散的治理現象。 

 

關鍵詞：生命權力、生命政治、疫苗、治理性、技術物的政治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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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疫苗的使用經驗經常被稱為是台灣具有世界級水準的事例之一。1980 年代台灣

以大規模的疫苗接種成功地防治了 B 型肝炎的經驗，是國際醫學與公衛學術研究的

熱門議題，並因此成為國內衛政機關推動防疫工作的主要動力來源之一。又如 2009
年大規模接種 H1N1 新流感疫苗，是以疫苗接種率的世界排名作為重要的成果指

標，據以宣稱具有世界前五名的績效表現(行政院衛生署疾病管制局 2011:121)，可

視為防疫「模範生」。然而就晚近若干新興的疫苗而言，同樣是一項近似成功的防疫

工作，卻也引發相當之社會爭議，包括前述 H1N1 新流感疫苗帶來的重大衝擊與深

刻反思，是前所未有的現象。疫苗接種風波之後，在各樣的反省檢討聲中，有著不

同方向與層次的專業評估意見，但似乎較少從一個更高的層次但更為根本的方向上

來理解這些意見的意義脈絡，也就是從以疫苗作為防疫手段的知識發展與策略脈絡

上來瞭解諸般現象。 
傅柯(Michel Foucault)在 1970 年代末期到 1980 年代初，也就是在他生命最後十

年間，在法蘭西學院(Collège de France)的課堂上曾提出有關「生命權力」(bio-pouvoir, 
bio-power)與「生命政治」(biopolitique, biopolitics)的概念1。這是一種對於現代都會

生活社會諸般現象有著深刻反省力的思考方式，從人口層次上切入理解公共衛生、

社會安全、環境污染危害等治理現象。在集體層面上的生命政治不同於施為在個人

肉體的規訓權力(disciplinary power)，但皆屬於生命權力的範疇。生命權力的治理技

藝(art de gouverner, art of governing)也就是一種「權力的技術」(technology of 
power)，以其為分析框架，應當對吾人理解現代社會的防疫施為有相當之啟發。 

另一方面，疫苗是一種實質存在，具有物質性的技術物(artifact)，在社會上的

使用自當有其所對應之政治文化條件，且此政治文化條件也必然與每一種疫苗的獨

特性有關，是在技術與權力的關係上建立起來的。例如引進 B 型肝炎疫苗，也就引

進了對疫苗的生產、供應與接種的整套體系，並且在社會上建立起與此疫苗使用相

關知識的論述條件，而形塑了某種圍繞此疫苗的特定社會權力關係。 
本論文因此以一種以技術物為中心的觀點，也就是以傅柯原初所提之生命權力

觀點，透過其中之技術物作為治理工具，而連結技術物的政治性，就台灣以疫苗為

防疫工具的經驗進行分析，用以理解技術變革與治理變遷之關係。在以下的分析中，

首先討論傅柯所主張的生命政治與生命權力，並試圖將此等概念連結到作為治理工

具的技術之權力屬性。其次以二十世紀後半及二十一世紀初台灣以疫苗防疫的生命

權力經驗，即如何採用各種疫苗來實踐特定人口層次治理之目的，進而與技術的權

力屬性相連結，以瞭解後進國家所受到的技術與相關條件之限制，而呈現出與先進

                                                 
1 「生命政治」(biopolitique)一詞並非傅柯所創，但卻將生命政治的概念與國家治理人口的現象做了

具有啟發性的連結。傅柯從 1976 年開始在法蘭西學院的一系列課程，「必須保衛社會」(Il faut défendre 
la société)、「安全、領土與人口」(Sécurité, territoire et population)、「生命政治的誕生」(Naissance de 
la biopolitique)等，可謂傅柯的巔峰（顛瘋）之作，而於 1984 年傅柯驟然而逝劃下休止符。其同時間，

傅柯也持續書寫其辭世之作，也就是三冊的「性史」(Histoire de la sexualité)。傅柯最後不到十年的

生命中，無論是在具有前瞻意義的法蘭西學院講座上，或是辭世之作當中，都為當下及未來更顯重

要的生技革命提出了一種有別於過往的斷裂性概念，拓展了晚近生命權力與生命政治的思想之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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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不同或相同的治理屬性。 
 

二、生命權力：規訓肉體與調節人口的權力技術 
 
傅柯主張生命權力包含生命政治與規訓權力兩個部份，是與生物或生命相關聯

(bio-)的權力觀點。生命政治是與規訓權力相對的概念，但兩者都與君王統治權力有

所區別2，且都與資本主義發展有密切關係，即「生命權力是資本主義發展不可或缺

的因素，資本主義的發展若要得到保障，唯有仰賴將肉體納入生產機器，並使人口

現象與經濟過程調和」(Foucault 1994:185)。當傅柯論及城市的生命權力時，透過城

市空間分佈的自發警察式控制是規訓的，而為城市生活提供衛生規則卻屬生命政

治。前者嚴密地制約個人生活，是監視的規訓機制；後者則遠離個人，是在整體都

市人口中進行調控(Foucault 1997:223)。故而傅柯主張生命政治與規訓兩者就好比是

在權力光譜的兩個極端上(Foucault 1994:190)，前者在於人口與族類層級，後者在於

個體的身體。 
根據傅柯對生命權力的定義(Foucault 1994; 1997; 2004a)，生命政治與規訓權力

並非互斥或無關。規訓權力是從規範(norme, norm)出發，施行於個體的肉體，使其

趨向於正常或常態(normal, normal)，生命政治則是從對整體的正常之確認開始，繼

而形成規範(Foucault 2004a:65)。因此，生命權力有兩條路徑連結個體與群體，而有

不同的權力部署3關係。一條是在於形成規範的正常化(normalization)過程中，藉由

真理論述權力的部署，使何謂正常可以被確定出來，形成規範；另一條路徑則是規

範的施為，也就是規訓的效果，最終落在個人層次。前者就是生命政治的權力部署，

後者是規訓的權力部署。此等權力部署即如圖 2 所示4，使得在不同層次的生命政治

與規訓得以相互作用。圖 2 的上半部從常態出發到規範形成的過程即為生命政治之

正常化，下半部從規範出發，以規訓權力施為於個體，使之趨向常態即為規範化

(normation)。而整個迴圈的核心機制，就是「安全部署」(dispositifs de sécurité 或

dispositifs sécuritaires)5。 

                                                 
2 傅柯認為十八世紀以前君王統治或領土統治權(souvereineté)的行使方式在「使人死、讓人活」(faire 
mourir, laisser vivre)，即其權力的積極效果是剝奪個人生存的權利，而讓人保存性命是施恩的結果。

相反地，現代的生命政治在於「使人活、讓人死」(faire vivre, laisser mourir)，也就是一種要盡力使

人們的生命可以維持下去的權力運作，於是會技術性地介入原本個人可能會消極性地維護生存狀

態、甚至做出放棄生命行為的私領域，而積極地防止個人對生命保障的不作為，或阻卻個人做出危

害自己生命的行為(Foucault 1997:213-235)。 
3 部署(dispositif)或譯「機器」(apparatus)或「裝置」(device)，是某種制度的、實體的或行政的機制，

或者是一種知識的結構，可以強化或維持權力的施為。除了本論文論及之生命政治，傅柯多處用到

部署的概念，例如監控的部署(dispositif de surveillance)和性的部署(dispositif de sexualité)等(Foucault 
1975，1994)。另外，部署本身是主動的(actif)，且作用於個體與社會(Veyne 2008:160)，故無論規訓

或生命政治都有賴部署的作用。 
4 圖 2 並非傅柯所繪，是本論文作者依照傅柯的主張，推出這樣的示意圖。傅柯在「必須保衛社會」

法蘭西學院 1976 年 3 月 17 日的講座中提到：「我們甚至可以說，在大部分情況下，權力的規訓機制

與權力的調節機制，即針對身體的規訓機制與對人口的調節機制，是相互接掛(articulés)在一起的」

(Foucault 1997:223)。 
5 傅柯在 1978 年 2 月 1 日「安全、領土和人口」的講座中提到：「我們無需用規訓社會代替主權社

會、治理社會隨之又代替規訓社會這樣的方式來看待問題；實際上有一個主權-規訓-治理的三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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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生命政治與規訓權力 

 
生命權力以安全部署為核心，並稱生命政治是一種「安全技術」(technology of 

security)，是為因應群體之風險、危險和危機，以維護群體「安全」(Foucault 2004a)。
這些現象都是伴隨現代都市社會而生，也必須依賴操作現代科學工具所產生的知

識。知識來自於人口概念下人們的生老病死，而且是在集體層次上，故必須仰賴統

計學、人口學和流行病學等工具(Dean 1999:107)。透過這些工具，可以去分析因個

別肉體受到規訓的集體效果，也就是在集體效果的分配狀態中區辨正常與不正常。

換言之，生命政治所賴之知識是從各種曲線中產生，也就是從諸般所謂的常態中定

義出規範來，使得治理是可行的。這是圖 2 左半邊可以連結規訓與生命政治之機制。 
另一方面，在生命政治的討論中，個人不再是被關注的焦點，甚至有些個體反

而是在關注整體現象的權力佈局(économie de pouvoir, economy of power)被忽略，而

無視於個人的存在(Foucault 2004b:67)。但生命政治的權力正當性為何，又其治理技

藝是如何來行使？論及治理的理性就必須討論生命政治權威(biopolitical authorities)
的概念(Nadesan 2008)，也就是一種對生命治理的正當權力，得以型塑人群（人口）

中的實作(practices)和價值取向。透過「治理性」(gouvernementalité)6，生命政治得

以從宏觀的人口治理，滲透到人們的日常生活層面。治理性的概念在傅柯之後有許

多不同的版本，特別是在英語世界的發展，受到早期傅柯演講與著作英文翻譯的作

用，有其特有的論述脈絡(Gordon 1991; Rose et al. 2006)。故本論文的治理性，僅就

傅柯在生命政治討論範疇內的治理性而言。傅柯在《生命政治的誕生》一書中如此

說道： 
如今不再是根據聲稱「朕即國家」(moi, l’Etat)的君主個人之理性(rationalité)
來調管治理，[而是]根據被治理者的理性，根據作為經濟主體被治理之人
的理性。更一般而言，作為利益（最廣泛意義上的利益）主體被治理之人
的理性，根據利用某種方法並且按其所願地利用這些方法來滿足自己利益
的個體們的理性，正是這種被治理者的理性，應該成為治理理性的調管原

                                                                                                                                                 
其首要目標是人口，其核心機制是安全部署(dispositifs de sécurité)」(Foucault 2004a:113)，更確立了

生命政治與規訓配置在安全部署兩端的圖像。故此，圖 2 又可稱為「雙耦」(bipolar)圖像(Rose 2007:53)。 
6 治理性或稱「治理術」，是傅柯所創的名詞，也就是「治理的理性」(rationalité gouvernementale, 
governmental rationality)，在本論文中統一以「治理性」稱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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則。(Foucault 2004b:316) 
 

是在這個從領土統治權(souvereineté, sovereignty)轉向生命權力、從利益個體的

集體效果所產生的治理性中，可以將生命政治定義出來的規範，透過社會的安全部

署，以規訓權力施為在每個個體。這是圖 2 右半邊連結生命政治與規訓之機制。故

此，從圖 2 的生命權力循環，以及傅柯對治理性的論述來看，生命權力應該要包括

至少三個面向的考量：對生命真理的論述形式、以生命及健康之名對集體存在進行

干預的策略，以及主體化的模式，也就是個人能藉由上述這些條件進行自我的實踐

(Rabinow and Rose 2006:203)。就某種程度而言，這種社會的權力圖像，是一種階段

性地、進入到一個更加綿密的控制社會，使社會中的個體自願地臣服於如圖 2 所示

之生命權力迴圈，而「按其所願地」為共同承認的「真理體制」(régime de vérité, regime 
of truth)所調管。換言之，在一個生命政治的真理體制中，諸般論述與治理的行動連

結起來，使得治理相符於自由主義的原則(Foucault 2004b:21-23)。 
在傅柯之後，一些政治哲學家持續為生命政治注入新的生命，在有關治理性及

各種現代社會中與生死有關的權力與統治議題上，有深入的討論與創見，也引起相

當之迴響。例如將生命政治與古代的領土統治權形式連結，而提出牲人(Homo sacer)
與例外狀態的生命政治議題(Agamben 1998, 2005)；或以特殊的權力豁免關係討論社

群的現象，有所謂生命政治中的「免疫典範」(Esposito 2010)；以及以生產性來主張

後現代的治理形式，是一種全球生命政治的型態(Hardt and Negri 2000)。相關的衍生

討論還有許多，都饒富創意，但是這些持續性創作卻因此建立起不同於傅柯原本主

張的生命政治理論體系，也偏離了傅柯原本的意旨，反而造成對生命政治與生命權

力的不同理解(Lemke 2011:68)。此等發展與本論文後續要討論的議題距離較遠，故

不在本論文中佔用篇幅討論。另一方面，由於傅柯一些著作與論述是在 1990 年代中

期以後才陸續公開發表，而以英國為主的後傅柯相關論述卻早在 1990 年代初期就已

經蓬勃發展，形成所謂英式傅柯的(Anglo-Foucauldian)取徑(Jessop 2011)，例如對現

代監視醫療的主張(Armstrong 1995)、對國家的論述(Rose and Miller 1992)等，更以

西歐社會所謂先進的自由主義(advanced liberalism)為理論討論的對象(Rose et al. 
2006; Rose 2007)。有別於後續繼承者聚焦於西方國家當前治理型態之論述，傅柯更

關心「發展中」的社會7，因此對於政治發展中的台灣，或者更有啟發意義。故此，

本論文仍以忠於傅柯原本的理念為原則，在後傅柯研究方面，則以能夠涵蓋傅柯身

後出版之著作為進一步參考的對象。 
雖然傅柯在 1980 年以後就沒有再更進一步去討論規訓權力與生命政治的細

節，但從生命權力的階段性發展，以及規範性及正常化的接續過程，似有一種生命

權力的內在力量，是因為治理工具的長期使用，使得生命權力有自我強化或自我衰

                                                 
7 傅柯因此在治理性的討論中，不斷以「趨勢」、「發展」和「過程」等詞來說明治理性的意義（如

Foucault 2004a:114）。另外，從「朕即國家」到「生命政治」，雖是西方社會的發展進路，但亦在不

斷生成的真理體制中反映出來。發展中的連續性與不連續性是傅柯關心的，即並非著眼於靜止的社

會，而是在產生歷史的當下(histoire du présent, history of present)。換言之，「發展中」並不是指某種

社會發展狀態的普遍性分類或階段，如台灣曾為所謂「開發中」(developing)國家，而是指如西方社

會不斷在創造其獨特性(singularité, singularity)(Veyne 2008:50-51)。若此，本論文討論的台灣疫苗治

理現象，也是一種基於獨特性原則(le principle de singularité)的歷史，亦得適用於治理性的討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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減的可能，並因此作用在現代的控制社會之中。這種「內生」的制度變化機制，是

值得進一步探究的。 
 

三、疫苗技術物的政治性：技術的權力 
 
生命權力包括生命政治與規訓權力，是傅柯定義的各類技術中的一種8，為治理

性之需要，必須考量到其中權力運作的工具性條件部署狀態，故亦稱之為「權力的

技術」。為此，傅柯曾以「全景式的」(panoptique, panotipcon)權力觀來解釋如圓形

監獄般的技術物如何施為於個人，使其發生微視的規訓權力效果(Foucault 1975)。這

種技術物所展現出來的權力效果是直接作用在個體層次，而成為宏觀的生命政治與

微觀的規訓權力循環中的一部份，是為權力的技術。但我們不能忽略另有一種技術

物的政治性，雖不在圖 2 的循環當中，卻因技術物本身具有的基本條件，可以產生

規訓以外的功能效果。亦即一旦科技物被使用，就會發生政治性的效果，而對既有

社會中的政治與社會關係發生回應或調整。這是因為技術物的物質性(materiality)在
使用過程中，會伴隨著與社會性(sociality)的相互形塑，而建構出新的社會關係

(Winner 1986; Law and Mol 1995; Jasanoff 2004)。即以傅柯所舉之圓形監獄為例，監

獄的內部空間配置方式使囚犯自覺在監視之下，可以發揮在個別肉體上的規訓效

果。但一個社會使用圓形監獄，卻更根本地將所謂囚犯與良善市民區隔出來，在群

體層次上，不但造成了受刑人與一般人的區隔，也透過監獄的治理機制剝奪了受刑

人在社會中的權利。因此，監獄內空間的配置是對受刑人進行規訓，使其得受懲罰

或甚至可以矯治；但使用監獄這種治理工具，卻有另一種政治性，也就形塑了社會

中一般人與受刑人之權力關係。 
但此處的技術形塑效果，並不等同於馬克思式的技術決定論，而是一種技術文

化的概念(Winner 1986)。技術物的政治性包括至少兩種可能性，其一是因為技術物

的介入，使得既有的社會關係發生改變；另一則是因為某一種既有的社會權力結構

的存在，使得某一類的技術物可以被使用。此即技術物本身表現出來的整體權力現

象，例如金字塔所呈現出來的古埃及統治權力結構(Mumford 1970)，或者如紐約曼

哈頓刻意設計的低矮天橋，使低下階層的民眾無法搭乘公車進入高級海灘區，因此

形塑出社會區隔9。這些技術物的存在或許不是為了規訓的目的，卻因此穩固了既有

的權力結構，或形塑出新的社會權力結構。 
更進一步而言，生命政治和技術的政治性都是屬於群體層級的權力現象，有別

於微觀層次的規訓。同樣是因為技術物的權力表現，規訓是發生在微觀層次，技術

的政治性卻是群體層次的。在圖 2 所示生命權力的迴圈裡，個體規訓的效果會在群

體層次上聚集成新的分佈狀態，新的規範就可以因新的狀態而確定出來，並進入到

生命政治過程裡。但技術物的政治性卻直接去影響、改變生命政治的決策主體、治

理工具以及受治理對象之間的條件，使得定義規範的生命政治基本邏輯發生改變。 

                                                 
8 傅柯將技術分為四類，包括外在於身體的生產技術(technology of production)、符號系統技術

(technology of symbolic system)、與身體有關的權力技術(technology of power)和自我技術(technology 
of the self)，而具有與資本主義發展相互對應的時代變遷關係(Foucault 1988)。 
9 雖然這是一個有爭議的案例(參考 Joerges 1999 所舉之證據)，但卻使人對技術物的政治性的理解有

最具啟發性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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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技術物中心的疫苗生命政治 

疫苗之所以可以被採用以防治疾病，原因在於個體接種疫苗之後會在體內產生

出抗體，使病毒或細菌等病原無法侵入或存留於個體之內，這種現象就是免疫

(immunity)。疫苗教科書的定義為「疫苗接種乃藉主動免疫（即將整個或部份微生

物或其產物，例如部份抗原或類毒素等製成疫苗），使接種者能產生危險性低卻類似

自然感染的免疫反應（如抗毒素、體液或細胞性免疫反應），而保護時間長短則視疫

苗種類而定」(徐慧玲等 2002:11)。從此定義來看，個體接受疫苗接種，是自願或受

迫讓疫苗介入身體，是身體被馴化出免疫反應，實則是交出身體免疫主權的作為，

也是一種規訓的表現。 
決定使用疫苗的防疫政策制訂屬於生命政治，是在人口層次上的治理，是為了

保衛社會。疫苗接種正是為了防疫需要，是為了預防疫病在人口之中擴散，以保障

整體人口之安全。採用疫苗無庸置疑是一種安全的技術和權力的技術，當個體受迫

去接受疫苗接種，也就凸顯治理技藝在其中的重要性。因此，我們可以區別出在肉

體層次上個體免疫力(immunity)的規訓，以及在人口層次上全民免疫化(immunization)
的生命政治，都是以疫苗為安全部署的權力技術效果。 

傅柯對生命政治的一個重要主張是此一權力運作既然是在人口層次上，就必須

將人口的基本屬性之「流通性」(circulation, circulation)考量進來。流通性包括遷徙

(déplacement, displacement)、交換(échange, exchange)、接觸(contact, contact)、散播

的形式(forme de dispersion, form of dispersion)及分配的形式(forme de distribution, 
form of distribution)等(Foucault 2004a:16)。其中，對於人口安全威脅甚鉅的感染性疾

病，就是藉由人口以及病源的流通性而發生。基於流行病學的知識與運用，防疫技

術也正是為了防止疾病的流通而出現。 
對比於資訊科技的政治性表現在流通與連結(Benkler 2006)，防疫技術的政治性

就剛好相反，是為了防止流通與連結。然而不同的防疫技術不僅建立在不同的權力

圖像(power diagrams)上10，更對應到不同的政治性。在 SARS 蔓延的期間，因無疫

苗可用，隔離技術成為主要治理工具，定義何人及如何隔離乃成為關鍵(吳嘉苓、曾

嬿芬 2006)。隔離是作用在身體外部，形成一種規訓的效果，其政治性是犧牲少數

的人自由，保全大多數人的免受感染。疫苗的規訓效果則是對個別的人體形成免疫

制約，此外，疫苗之可以作為人口防疫工具，徹底達到全面阻絕的效果，治理工具

的全面使用是必要的條件。若只是零星單點或局部的使用工具，疾病擴散的路徑仍

然無法完全阻斷，病毒或細菌仍可以在人群之間流竄。這種從工具的集體到集體的

思維，與從個體出發的規訓權力邏輯是不同的，而有一種「大規模化」(massifying)
的效果(Genel 2006:46)。透過大規模的疫苗接種，即使可能會為接種者帶來一些副

作用，但對群體而言，卻是有更多的好處。因此，大規模的疫苗使用代表著一種全

面的控制性，社會中的個體只要是潛在具有可感染性，都必須要接受疫苗接種。亦

即疫苗的使用必須是在很短的時間，同時強迫很多的人使用，或者也可說是「以保

                                                 
10 例如對於痲瘋病的防治是將患者完全排除在社會之外，對瘟疫的防治是以暫時的隔離措施處置，

一直到天花有疫苗可用，才有預防接種的作法。這三種防治的方式，以傅柯的權力圖像來理解，就

對應著「排除」(exclusion)、「納入」(inclusion)及「正常化」(normalization)，也是依序符應三種不同

的權力：「君權」、「規訓」及「安全」（即生命政治）(Thacker 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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護之名，行強制之實」。即如「假如你接受了核電廠，你就同時接受了科技軍功複合

體的菁英份子。沒有這些人，核電無法運行」，又「船行海上實際上就是需要有一個

船長以及一群服從的船員」(Winner 1986:32)，同樣地，一旦引用了疫苗作為治理工

具，也就引入了疫苗技術所對應的社會控制模式，並將疫苗供應、採用及使用的整

體條件植入社會之中。技術物中心的生命政治就是以技術物的採用為安全部署，是

一種技術物使用相關真理體制下的權力技術，賦予技術物使用的治理性；而技術物

本身一旦付諸使用，就帶入其政治性，使技術物發生權力效果，並進一步形塑出可

能影響真理體制的新條件。此即以技術物為中心，用以連結治理性與政治性。 
 

四、變遷中的疫苗與預防接種制度：技術與權力的糾纏 

 
根據傅柯在「安全、領土與人口」講座中所舉的例子，十八世紀以牛痘進行預

防接種有四個特徵(Foucault 2004a:60)。首先，牛痘是預防性的，不同於直接使用天

花病毒。其次，牛痘的效果表現出確定性，可以完全發揮防治效果。再者，牛痘的

製造成本低、接種容易，其使用可以普及到所有人口。最後，牛痘是一種在當時醫

學知識裡沒有，當時醫療專業無法理解的人工接種技術。放在圖 2 的邏輯裡，就是

透過牛痘對肉體規訓產生的效果，在人群裡的集體表現呈現出確定性，並因可以持

續供應及廣泛施為於人群中之可能，使得即使沒有確切的科學知識可以解釋或證明

其中的原理，仍然成為可持續運作。這是因為牛痘具有的物質性條件，使得對於天

花的傳染性防治可以採取物質性之人工介入或干預的手段，與過往用排除來處理痲

瘋病和用納入或隔離來處理瘟疫等方式有所區別，而進入生命政治的時代(Thacker 
2009)。此外，治理性中的真理論述未必是科學闡述或「真理」(vérité, truth)，而是

「真言」(véridiction, veridiction)。關於疫苗的真言源於一種與過往醫學專業斷裂的

提問，所提出的問題是在人口安全的層面，而真言就是用人口接種疫苗之後的統計

結果來回答前述的問題，是基於證據事實的一種效用主張11。 
再論從牛痘到二十一世紀各種新興的疫苗，作為治理工具的技術是會改變的，

並且也會改變治理的條件。生命相關(bio-)的科學技術，從傳統的生物學(biology)到
生物技術(biotechnology)，是一種跳躍式的知識變遷，其中尤以從生物品種的發現與

分類轉變為新的生命型態及活體的創建最為顯著，這並不是一個線性的演變過程，

而是有生物認識論上的跳躍12。這樣的轉變亦顯現在疫苗的技術變遷過程中。如圖 3
所示，疫苗技術涵蓋活體減毒、完整死體、純化蛋白質或多醣體，以及基因工程等

類別，亦非線性的發展。活體減毒是十九世紀末巴斯德式的疫苗發展模式(Chen 
2005)，包括狂犬病疫苗和卡介苗都是在這傳統下的產物，是建立在細胞、細菌層次

的生物學知識基礎上。1960 年代之後的疫苗技術發展轉向基因工程及分子生物學技

術，進入到分子及分子片段的生命觀，而以 1980 年代中期的第二代 B 型肝炎疫苗

                                                 
11 即如巴斯德在觀察不到狂犬病病毒的情況下，仍得以透過接種狂犬病疫苗成功的案例來與醫學社

群對抗，主張疫苗是有效的(Latour 2001)，這是對醫師社群提出的真言，而非真理。 
12 如以物質性的組成來解釋生命(Schrödinger 1944)，開啟了往後結構生物學發展的脈絡，並在 1953
年因為華生(James D. Watson)等人確定 DNA 結構進入一個新時代。傅柯也感受到這種技術變遷的效

果，在討論生命權力時，提出人口的治理，有相當程度受到諾貝爾生醫獎得主 François Jacob 的影響

(Jacob 19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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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里程碑。基因體工程的理念與早期活體減毒是在不同的認識基礎上，也是在不同

的生命組成層次上發展出來的技術。新興生醫科技已經深刻影響到人們之於醫藥與

健 康 觀 念 的 醫 療 化 (medicalization) 現 象 ， 更 進 一 步 發 展 為 生 物 醫 療 化

(biomedicalization)，而從外在於身體進入到身體之中(Clarke et al. 2003)。這種物質

性的變化，造成了分子生命政治(molecular biopolitics)的現象(Rose 2007)，無非也是

在定義新的問題，形成新的真理體制。 
 

 
圖 3：疫苗技術演變 

資料來源：整理自 Plotkin & Plotkin (1999)、Hannoun (1999)、黃高彬 (2002) 

 
過去以台灣政治社會發展為主題之研究亦曾採用生命權力或治理性之概念，例

如以治理性來說明台灣在國民黨接收台灣前後的基層權力變遷現象 (姚人多 
2008)、以生命權力來理解人口政策變遷之意義(蔡宏政 2007)，以及從公民權來理解

軍訓、制服等施為於公民身體之意義(黃金麟 2010)等。這些研究所持之生命權力或

公民身體等概念，豐富了傅柯的治理觀點在台灣發展過程中之運用，但過往的研究

並未特別針對治理性中技術的「物質性」效果付出關懷，亦即並非基於技術物中心

的觀點。依照前述說明，若以技術變遷的觀點來理解台灣某種現代的治理現象，當

有值得進一步發展討論的空間。 
另一方面，台灣在疫苗的使用上雖然沒有西方疫苗發展先進國家之悠久歷史，

但如圖 4 所示，透過每一條線所代表的一種疫苗成為治理工具之獨特歷程，仍得以

觀察到與疾病、技術以及生命個殊的、交互的、並且無可替代的經驗過程。這些疫

苗都經過引進和全面接種的階段，甚至每一條線之間也不是獨立的，而有相互作用

的關係。疫苗的治理性變遷可能如同其他衛生醫療體制發展一樣具有制度「路徑依

賴」(path dependence)的關係，例如台灣健保制度的發展(林國明 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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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台灣主要疫苗引進與使用歷程 

註：DTP 為白喉、百日咳及破傷風三合一疫苗；OPV 為口服小兒麻痺疫苗；

MMR 為麻疹、德國麻疹及腮腺炎三合一疫苗。 
資料來源：整理自行政院衛生署疾病管制局 (2006, 2011, 2012) 
 
本論文主張，關於台灣以疫苗為防疫工具的生命權力研究，必須配合疫苗技術

的政治性來討論。若以一種技術物中心的觀點來理解，伴隨著技術知識的改變，在

技術變遷脈絡裡作為技術物的疫苗(vaccine)，必須連結伴隨著治理技藝演變的生命

權力施為，也就是預防接種(vaccination)，而疫苗的政治性將在預防接種中發生，並

影響到後續的預防接種決策，使得技術的權力與權力的技術在時間流裡糾纏在一

起。以圖 4 台灣疫苗治理性變遷的歷程圖配合圖 3 的疫苗技術演變趨勢，可以約略

看到一種技術變遷與治理技藝的交互作用，並可能發生路徑依賴。本論文所採取之

路徑依賴的意義就在於透過關鍵時刻的選擇，從內部（自我）強化事件的發生序列，

並透過因果機制的討論來說明制度變遷(林國明 2003; Mahoney 2000)。另外，路徑

依賴觀點也主張先前條件並不能決定後果，也就是並沒有起始條件(initial conditions)
的效果，故而不能從一開始就預知制度將如何變遷(Mahoney 2000)。過去的研究即

指出，疫苗技術的選擇確實會深刻影響到一個國家在防疫施為上後續的制度發展

(Blume 2005)。 
由於台灣過往及現行疫苗種類繁多，理論上應取所有疫苗進行研究，但本論文

限於篇幅及資源，無法窮盡所有疫苗之採用過程討論，僅能以 1980 年以前的若干疫

苗治理現象作為背景，而以 1980 年代以後的 B 型肝炎疫苗及二十一世紀以後若干

新興疫苗為主要的分析對象。針對這些疫苗在生命權力方面的分析主要涵蓋三個部

分，包括疫苗與疾病的關係（真理的論述）、預防接種策略（干預的策略），以及預

防接種的執行現象（主體化之自我實踐）等。另外，在疫苗政治性的部分，主要在

於使用疫苗所帶來的政治文化效果，而這部分通常與疾病流通屬性、疫苗的技術屬

性，以及前兩者與人群之間的關係有關，也就是與流通性的阻絕及疫苗技術的選擇

有關。 
本論文分析的依據主要是次級資料與訪談資料。次級資料來源有典藏文獻、媒

體資料庫、政府疾病防治統計資料、學術論文等；訪談工作則是在 2010 年到 2011
年間進行，訪談對象包括政府防疫主管機構之現職與離職負責人員與主管官員、醫

學院與大學教授、醫師、研究機構科研人員、基層醫師與公衛公職人員等，合計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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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十名。 
 

五、台灣疫苗採用的歷程分析 
（一）從統治目的到治理性的疫苗接種 

雖然傅柯以牛痘接種成為生命政治的經典案例，但這個人類社會最早的疫苗，

要在西方社會成為安全部署，卻也經過十八、十九世紀長期的爭論，即累積足夠的

實證成果之後，方能如傅柯所述在真理體制中，成為治理人口的工具(Lupton 1995)。
同樣的現象也出現在卡介苗的採用歷程中，卡介苗從二十世紀初開始發展，一直到

二次世界大戰後，歷經將近半個世紀的長期推廣，才成為普遍接種的疫苗(Chen 
2005)。但如圖 4 所示，這兩種疫苗在台灣都是直接引入使用，在所處的政治體制下，

並未經過如圖 2 之生命權力迴圈，也就是沒有經過在地的真理論述過程，就成為普

遍接種的疫苗。台灣早期引進疫苗是建立在比較接近君王統治權力的基礎上，而非

傅柯所述之西方生命權力的形式上。 
在殖民與威權統治的體制下，台灣公衛早期的推展是人口計畫與疾病防治並行

的。一位曾經主管中央衛政機構的官員提到： 
因為早期都是日本時代就有的醫院。真正國民政府來到台灣，榮總也是民
國四十幾年才設的。台大是接受日本的醫院。所以早期政府沒有投資醫院，
都是投資公共衛生。…當時在台灣的重點就是，一個是人口，一個就是疾
病，就是疫苗的接種。（訪談紀錄 20100820） 

 
這種治理未必是建立在受治理者「按其所願地」利益保護基礎上，反而是在領

土統治權不確定的情況下，為領土統治權穩（確）定的安全部署。人口僅是手段，

而不是目標。 
台灣真正有在地統計資料、確認接種效果，再推動普遍接種的疫苗是 1960 年

代中期的日本腦炎和小兒麻痺疫苗。在 1965 年，日本免費贈與台灣一批十二萬劑日

本細菌製劑協會所生產的日本腦炎疫苗，為當時省衛生處長許子秋接收。這批疫苗

是從鼠腦組織萃取之不活化疫苗，也是後來台灣有能力可以大量自製的同種疫苗(黃
高彬 2002:284)。許子秋就以日本所贈之疫苗為基本材料，合併引進另十二萬劑的

破傷風疫苗，以雙盲方式，對本地二十四萬名孩童進行接種試驗。結果顯示該疫苗

的有效性(effectiveness)大約只有百分之八十，但試驗進行時是採取疫苗與安慰劑雙

組實施，疫苗組更有部份僅施打一劑。這份研究結果後來也刊登在台灣醫學會雜誌，

是對日本腦炎疫苗有效性研究的重要論文13。這種研究設計在當時誠然是相當科學

的，但恐怕並不符合當前研究倫理。 
其實疫苗的就是說，有爭議的點其實很少，是到近才越來越多。早期的那
些都是，幾乎大家都認為不管是從醫療的、從公共衛生的、從家長，大部
份都認為說是必要的。更早之前疫苗有爭執應該是在許子秋的時代，許組

                                                 
13 這篇發表於台灣醫誌(JFMA)的期刊論文(Hsu et al. 1971) 共同作者包括：Tzu-chiu Hsu (許子秋)、
Lien-pin Chow（周聯彬）、Huo-yao Wei（魏火曜）、Chiung-lin Chen（陳炯霖）、Shu-tao Hsu（許書刀）、

Chien-tao Huang（黃謙道）、Masami Kitaoka（北岡正見）及 Hiroshi Sunaga（須永寬）。許子秋與魏

火曜是這個計畫的主要負責人，實際上規劃計畫原型的是周聯彬，黃謙道則負責執行，陳炯霖負責

臨床檢定和個案報告，許書刀執行血清與病毒診斷，而兩名日籍顧問是世界衛生組織所派之專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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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的時代，還不是衛生署成立，那個民國五十幾年，就是說做一個人體試
驗，應該就是日本腦炎疫苗的人體試驗，那國內的也是批評他用國人做白
老鼠這樣，不過後來還是執行了，後來還是做了。（訪談紀錄 20100820） 

 
然而若從生命權力來理解，日本腦炎疫苗的本土人體試驗，正式開啟了台灣疫

苗安全部署的生命權力迴圈。這項在二十一世紀可能是有爭議的臨床試驗，使得知

識有了在地的論述條件。 
再看圖 4 的軌跡，小兒麻痺疫苗和日本腦炎疫苗引進台灣的時間點雖然非常接

近，也有類似的採用模式，但所對付的疾病卻很不一樣。首先，小兒麻痺病毒的宿

主只有人類，只要杜絕在人際之間傳染，此一疾病就可以根絕；日本腦炎卻是人畜

共通的疾病，除了人以外，猪也會受感染。其次，小兒麻痺病毒是透過糞便或口沫

傳染，只要人類流通接觸就有機會傳播；日本腦炎病毒則以蚊子為媒介傳染，因此

隨著病媒蚊的分佈而有地域性的差異。另外，小兒麻痺疫苗的抗原性好，接種之後

可以長保免疫狀態，日本腦炎疫苗則必須持續追加接種，才能維持對疾病一定的免

疫力。這些條件，使得兩種疫苗的使用有了不同的後果。 
但亦如圖 5 所示，在 1982 年間卻突然發生嚴重的小兒麻痺症擴散的事件，一

下子忽然出現 1043 例通報小兒麻痺症，並造成 98 人死亡，對於推動防疫工作是一

大打擊。一位負責調查此一事件的醫師提到： 
那麼後來我就給他做一個調查。那個中央官員說，接種率百分之八十，怎
麼有可能會再流行？後來就去調查嘛，結果發現啊，他們有小兒麻痺的人，
百分之九十是吃了一次以下，或者是完全沒有吃，很多人沒有接種嘛。…
最多的病人是來自台北的近郊，台北市的周圍，台北縣的三重啦、新莊啦、
新店啦，那兒的人會比較多。…他們為什麼不接種？大部分都是外地流浪
到台北做工作，那時剛好我們的工業是在發展的時代嘛，周圍都有工業區。
讓人雇用的，大部分就是員林呀、嘉義啦、南部來的。若不是阿媽在帶，
就是放在下港[指台灣南部]。所以他說，都沒有接到那個衛生署的那個通
知。有的說我有通知，但是沒空帶他去，都是那種理由啦。（訪談紀錄

201007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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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小兒麻痺症與日本腦炎罹患數與死亡數(1955-1991) 

資料來源：整理自行政院衛生署統計資料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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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0 年代台灣經濟開始發展起來，人口統計資料也顯示大量新興工作機會吸引

人口從農村移動到都市的外圍，造成家庭型態的改變(林季平 2005)。因為工業化造

成的人口流動，在疫苗追蹤接種制度不甚完備的情況下，就形成了防疫的缺口。社

會流動性原本就是生命政治裡重要的一環，過往直接從國外引進的防疫治理技藝，

面臨到這種新的流動條件之挑戰。而更大的挑戰在於建立治理技藝基礎的人口資

訊，在這一波的流動過程中，失去了判準的依據。這部份的問題，不純然是流動造

成的，也牽涉到疫苗接種的技術細節： 
還有發現的主要問題是我們那個接種的報告統計不可靠。怎麼算你知道
嗎？那個疫苗消耗多少就說算多少啦，把人口來除，這樣（就有）百分之
八十啦。那個小兒麻痺疫苗一支是十個人份耶，你吃一個，其他丟掉也是
算做十個耶。（我們需）要一個很正確的那一種 estimation（估計），說你是
注射多少人。另外一個缺點是，那時還沒有電腦，都手工，沒有到現在這
種紀錄。更厲害就是說，他們那些沒戶口的人，要來台北接種，卻說，你
不能在這邊接（種），你就必須回去雲林接種，這就是一個很大的缺點。（訪

談紀錄 20100716） 
 
1982 年的小兒麻痺事件暴露出既有安全部署的侷限，戶政機構無法掌握在地的

人口流動，或者即使有所掌握，也與防疫脫節。從技術物的政治性來理解，使用疫

苗必須是大規模，且不容許有些許漏洞。這些現象促使官方要去建立一套新的，符

合在地條件的接種技術。預防接種的治理技藝必須與其他在人口層面上的治理措施

結合，才不致於獨立在人口流動之外。因此，衛生署從 1983 年起全面調整建立起整

合的預防接種制度，將預防接種的項目、接種年齡、時間及次數統一，並開始推動

記錄預防接種時間的「黃卡」(涂醒哲 2002)。黃卡的紀錄是跟人移動的，而不是將

接種記錄固定在個人的出生地。有了黃卡，疫苗接種紀錄就可以跟著孩童走，不致

於因為遷徙而失去接種的機會。更重要的是「家長也需要保存這張黃卡，國小一年

級入學時必須繳交，若教師發現該生有尚未完成的預防接種項目，須要求該生至衛

生所或醫療院所補打預防針，才算是完成了新生入學手續」(張淑卿 2004:82)，此意

謂預防接種跟國家規定的義務教育連結，更進一步將預防接種治理技藝與其他強制

性的人口治理技藝強行綁在一起。 
以小兒麻痺疫苗而言，政治性的表現在於其形塑出一種新的在地治理模式，不

盡然是從內部效果的統計數據來的，而是建立在疫苗政治性上的，必須依照在地的

特殊條件去阻絕所有的流通性，因此產生在地接種模式。以日本腦炎而言，因為疫

苗反正也滅絕不了疾病，流通性的阻絕門檻太高，可以做的只是在有限範圍內，持

續使用疫苗。因此持續的疫苗採用就會建立起長期疫苗供應的社會條件，也就有技

術選擇的效果14。 
前述對流通性的阻絕以及技術的選擇兩種效果都不是規訓產生的。規訓產生的

                                                 
14 台灣在行政院衛生署預防醫學研究所時代，也就是 1970 年代中期，可以自製的細菌性疫苗包括傷

寒副傷寒混合疫苗、白喉百日咳混合疫苗、霍亂疫苗、破傷風疫苗、卡介苗和鼠疫疫苗，病毒性疫

苗則有痘苗、狂犬病疫苗和日本腦炎疫苗(廖明一，1999)。這些疫苗的相關知識一開始全部都是自國

外引進，而疫苗採用與生產技術的在地經驗則是在知識引進之後，逐步地建立起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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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果是表現在疫苗使用範圍、劑量、時間等技術細節上，是經由統計的結果。即如

許子秋推動的大規模臨床試驗，就是一種尋找最適治理方式的手段，也就是在生命

權力的循環裡面的一環。1970 年代以前的疫苗採用理念偏向一種從統治目的轉向治

理性的過渡現象，這是發展中國家在政治經濟條件與治理工具的落差之間發生的現

象。早期疫苗技術的屬性，提供為威權時期容易且有效施行的治理工具，即治理是

本地的權力運作方式，雖然疫苗技術相關知識完全來自西方，但卻與本地的統治理

念可以結合，因而開啟了 1980 年代以後的疫苗治理模式。 
 

（二）B 型肝炎疫苗的治理性 
1.真理的論述 

B 型肝炎是一種慢性流行病，是由 B 型肝炎病毒所致。這種疾病在東亞地區流

行情況相當嚴重，尤其台灣成人中大約 95%以上都曾感染此一病毒。有鑑於 B 型肝

炎危及國家經濟人力之主要人口，台灣在甚早就有醫師進行相關研究。B 型肝炎病

毒的傳染特性特殊，且不同於先前提及之各種可藉由疫苗防治之疾病，即如一位疫

苗研究者所述： 
我們在 1970 年代，檢驗試劑出來了，我們就以為 B 型肝炎可以不見了。
我可以用這個試劑檢驗血，卻發現根本沒用，發現一點都沒有改變台灣的
流行病學，生下來的孩子還是 10%的帶原率。這表示說，這不是透過輸血，
而是接觸，而且是很隱性的接觸。B 型肝炎沒有疫苗是絕對不可能的。（訪

談紀錄 20100810） 
 
所謂「很隱性的接觸」包括藉由體液或血液等途徑，也就是透過親密接觸、輸

血、注射等方式傳染，通常分為垂直傳染及水平傳染兩類15。所謂「沒有疫苗是絕

對不可能的」是指在垂直傳染的情況下，要阻絕流通途徑，除了在嬰兒一出生就接

種疫苗，立刻建立體內抗原，在當時並沒有其他方式可以替代。因此，從疾病的流

通性來理解，B 型肝炎傳播的機制是完全不同於前述的疾病，但卻是更需要用疫苗

來解決的安全問題。在此新的問題條件下，剛好 1980 年代初期美國的默克藥廠與法

國的巴斯德疫苗廠同時有即將推出的 B 型肝炎血清疫苗產品，乃分別與台灣研究 B
型肝炎的台大與榮總醫學團隊合作，在 1981 年進行本地的接種試驗(許須美 1998)。
兩組團隊都得到相當滿意的實驗結果，並發表於重要的國際醫學期刊(廖運範 
2011:25-26)。這是具有建立實證事實的重要過程，使得正常化可以發生，為治理性

提供預備。 
B 型肝炎疫苗的推動是台灣第一個有完整在地真理論述條件的安全部署。1980

年代以前大部分的疾病及疫苗知識都是直接由境外移入，缺乏在地的先前條件，且

所有疫苗都是先進國家率先使用後，台灣再視其供應情況引進；但在 B 型肝炎疫苗

                                                 
15 「垂直傳染：指帶原的母親在生產前後將 B 型肝炎病毒傳染給新生兒，台灣有 40-50％的帶原者

經由此途徑傳染。水平傳染：含有病毒的血液或體液透過皮膚或粘膜進入體內而感染，因此輸血、

共用針頭或注射器、針灸、穿耳洞、紋眉、刺青、共用牙刷或刮鬍刀、性行為都可能感染」、「在東

南亞國家及遠東地區，新生兒週產期感染是重要傳染途徑，尤其是經由Ｂ型肝炎表面抗原及 e 抗原

兩項檢驗皆陽性母親於生產前後傳染給新生兒。另外，家庭接觸感染共用刮鬍刀、牙刷亦有可能感

染Ｂ型肝炎」（衛生署疾管局急性病毒性Ｂ型肝炎網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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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案例中，對疾病的詮釋方式是在地的，和過往疫苗使用的情境不同。此外，在 B
型肝炎疫苗採用之初，除了國外疫苗廠商競逐，國內專家之間也有不同的意見出現

(周成功 1987)，這種現象也顯見在地對於真理論述的關心度提高，是對於真理體制

的確認。而且這些意見最終仍得以統合，也就是收斂到一個確切的真理體制內。收

斂的功夫一方面來自於尚稱威權的政府官署的效能下，另一方面來自國外的專家，

例如賓納德(Ivan L. Bennett)這一類可以為國內學者專家信服的外國顧問： 
在貴國，如果您的建議能夠得到外國專家顧問的贊成和支持，而且這個顧
問不可能從您的建議上得到任何好處，那麼便會有幫助。貴國官員如此的
重視局外人正是我那些行政院科技顧問們的同事能有一些影響力的原因。
(賓納德 1987:116) 

 
這個因 B 型肝炎疫苗使用而對真理論述有某種權威性的專家社群，與 1980 年

代以前主要靠科技官僚的意志推動接種的條件相當不同。造成這種發展的原因，除

了是因為疾病與疫苗知識的複雜度提高，也是因為治理性條件的改變。另外，從以

下 B 型肝炎疫苗干預策略的理念，也可以看到治理性的利益基礎已是從在地的經濟

發展需要出發，而不再是為了統治目的。 
 

2.干預的策略 
台灣在 1971 年退出聯合國，亦不在世界衛生組織之中，又在 1979 年與美國斷

絕正式外交關係。在缺乏外援的情況下，行政院乃以跨部會方式籌劃技術引進並推

動疫苗接種，並且在 1981 年 6 月 11 日核定「加強 B 型肝炎防治計畫」，於 8 月 24
日開始實施。這個計畫跨越包括衛生署、國科會、教育部等多個中央政府單位。計

畫的發生，依照李國鼎(1999)所述，是由時任衛生署署長的許子秋所建議16，實則

是前述有關治理 B 型肝炎的疫苗論述已經出現，故在 1982 年初，李國鼎找到當時

研究 B 型肝炎的陳定信進入行政院科技顧問組（成立於 1979 年）。行政院更於 1983
年 3 月由李國鼎召集成立「肝炎顧問委員會」，由肝炎專家與相關部會首長所組成，

用以協調部會推動計畫。計畫主要工作包括：成立肝炎患者資訊中心、加強肝炎防

治衛生教育、管制輸血檢驗以嚴密預防肝炎傳染，以及推動全民預防注射計畫。第

四項尤其是第四項工作，也就是後來的「B 型肝炎預防注射實施計畫」對肝炎防治

的影響最顯著。 
台灣的 B 型肝炎接種計畫一開始就是以新生兒為標的，這種介入人口的策略非

常不同於同時間也推動 B 型肝炎疫苗全面接種的南韓。南韓主要是將所有人口的一

定比例納入階段性的接種的範圍內，企圖在幾年以內完成全民接種的目標(Chen 
2013)，這樣的接種策略並非完全錯誤，現今醫界仍有主張應該全民預防接種 B 型肝

炎疫苗，包括成人在內，才得以防止水平感染(陳志成等 2002:198)。南韓推動全民

接種的依據是以其國內疫苗廠在成人族群進行人體試驗的結果(Chen 2013)，台灣以

新生兒為對象的接種，是基於 1981 年台大與榮總的臨床試驗結果，有較南韓更為紮

實的論述基礎。相較之下，台灣透過早期的臨床試驗確立出來以新生兒為對象的干

預策略，不但具有較高的防治效率，也有在地論述權力支持的正當性。 
另外，由於 B 型肝炎疫苗除了具有傳統疫苗預防感染的屬性，本身也是具有經

                                                 
16 許子秋因為Ｂ型肝炎引發肝癌在 1988 年過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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濟價值的疫苗商品，接種計畫實際上與當時的經濟發展理念有密切關係。從圖 3 來

看，B 型肝炎疫苗的出現也是疫苗技術發展過程中的一個分水嶺，標誌著疫苗進入

生物技術時代。推動 B 型肝炎疫苗接種除了是配合國內的疫情，根據在地的臨床經

驗，由國內主動配合先進國家的疫苗廠，率先在台灣進行接種的試驗與推廣，更是

藉此機會成立一家具有旗艦意義的保生製藥公司，專職 B 型肝炎血清疫苗的生產。 
 

3.自我實踐 
B 型肝炎疫苗自 1986 年正式開打以後，隨著防疫政策的修訂，平均每名新生兒

的接種率都達到預期的水準。對新生兒的接種策略是如果使用第一代疫苗，就必須

接種四劑，分別為出生後零、一、二及十二個月各一劑；若是使用第二代疫苗，則

在出生後零、一及六個月各接種一劑，共計三劑。在 1986 年推動大規模疫苗接種後，

即使要求新生兒接種三或四劑，仍舊可以維持相當高的接種率。尤其是要求出生後

立即接種第一劑的作法，是一種非常細緻的治理技藝，因為初生嬰兒的脆弱性，且

必須緊追著嬰兒出生之所在，無論在風險認知以及人口掌握方面，都有相當高的門

檻，這是 1970 年代的疫苗接種條件(如施淑娟、陳炯霖 1972 所述)無法相比的。這

種治理技藝可以發揮效果，與前期因小兒麻痺疫苗推廣而建立起來的條件不無關

係。如同圖 6 所示，將 1986 年到 2000 年之間各年度新生兒接種 B 型肝炎疫苗的總

劑數，除以年度出生人口，所得到的數值非常接近政策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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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每名新生兒接種 B 型肝炎疫苗之平均劑數(1986-2000) 

註：1992 年開放接種第二代疫苗，平均接種劑數逐漸從 4 降到 3 
資料來源：整理自行政院衛生署統計資料庫 

 
就生命權力而言，B 型肝炎疫苗確實發揮治理效果，也可以說安全部署確實地

完成，人民接受接種、實現了免疫化的自我實踐，在規訓上有成效。接種的結果更

一再強化使用此一疫苗的正當性，即如一位長期投入疫苗研究的學者所言： 
台灣自己製造了一個疫苗，叫 B 型肝炎的疫苗，他自己製造，那個自己製
造出來的疫苗….就是大概 1986 年就出來了，一直用到大概 1993、94 年，
大概八年左右的時間。我們那一代所生下來的孩子，B 型肝炎的帶原率從
平均 10%或更高，一降降到 1~3%。那是真的發揮了他的效果。（訪談紀錄

201008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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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B 型肝炎疫苗的政治性 
1.採用與生產：非此即彼的選擇 

如前揭學者對 B 型肝炎疫苗所言，另有兩個意義。首先，疫苗自製代表一種曾

經有過的現象。其次，「用到大概 1993、94 年」代表著另一種權力圖像的興起。疫

苗的選擇不僅是治理性的改變，也牽涉到疫苗技術物連帶的整個權力變遷。配合著

圖 6 來看，更可見到這種絕對的替代關係。不僅血清型 B 型肝炎疫苗完全被基因工

程疫苗替代，本地 B 型肝炎疫苗的生產基礎更是完全被消滅。 
事實上，在疫苗的技術選擇部分，B 型肝炎預防注射實施計畫於 1984 年 7 月開

始推行，前兩年採用法國巴斯德疫苗廠的 B 型肝炎血漿疫苗，而自 1987 年 7 月起

改用國產保生公司的血漿疫苗17，另於 1990 年 2 月及 3 月分別核准比利時

Smith-Kline 和美國默克廠的基因工程疫苗(許須美 1998)。前兩年採用巴斯德廠血漿

疫苗的原因，與保生公司的技術移轉及自製能力養成有關，但在開放基因工程疫苗

進口以後，如圖 6 所示，台灣的接種者很快地全數轉換到基因工程疫苗，在地生產

的血清疫苗瞬間就沒有市場。這個技術的選擇是在以效率邏輯主導的採用思維下，

由衛政當局所做的決定，也同時反映出治理性的慣性。 
雖然 B 型肝炎接種計畫普遍被認為是一項相當成功的計畫，例如從生命政治的

意義上來理解，此一計畫的介入使得人口品質有相當程度的改善，對於國家經濟發

展也達到預期的目標。但對 B 型肝炎疫苗本身的產業化而言卻是一場悲劇，由政府

投資，向法國巴斯德疫苗廠引進技術，負責 B 型肝炎血清疫苗生產的保生公司並沒

有生存下來，疫苗產業也沒有開花結果。換言之，雖就生命政治來看，無論使用哪

一種疫苗，對人口安全保障的意義是一樣的，但選擇進口的基因工程疫苗卻決定了

接下來台灣疫苗採用與供應的不對稱權力圖像。此乃疫苗的政治性效果，並進一步

影響到往後疫苗採用的治理性。實則台灣推動 B 型肝炎疫苗接種的經驗是一個特殊

的案例，也是一個重要關鍵的選擇，不僅不同於西方疫苗先進國家，即使對照鄰近

國家如南韓也相當不同。南韓雖成功建立起 B 型肝炎疫苗生產事業，但沒有採取台

灣早期進行的大規模人體試驗，其普遍接種計畫的推動也是跌跌撞撞，一直到二十

一世紀以後，才有像樣的接種制度(Chen 2013)。兩地在 B 型肝炎治理的差異發展，

更顯技術選擇造成之路徑依賴效果。 
 

2.在地疫苗專家網絡的鞏固 
1981 年 B 型肝炎疫苗在台灣的臨床試驗提供了 1980 年代中期大規模接種的合

理性，而在大規模接種的推動下，疫苗的規範化效果更在人口當中顯現。即如 B 型

肝炎疫苗預防接種後來被證明可以防治肝癌發生，這在接種之前並無確證可支持： 
更重要的是台灣的小兒科醫師…在張美惠(Chang MH)教授的領銜下…也證
明 1984 年以後出生的 6-14 歲兒童，其肝癌年發生率已從 1981-1986 每十
萬人 0.7 例降到 1986-1990 的 0.57 及 1990-1994 的 0.36 例，首度證明肝癌
可以用疫苗預防，這項研究轟動醫界成為經典，也讓 HBV 疫苗成為第一

                                                 
17 根據許須美(1998)所述，法方同意在保生可以開始供應疫苗之前，以超低價格四美元供應台灣所

需之疫苗，遠低於當時市價每劑疫苗 20 到 50 美元。在價格可以壓低的情況下，疫苗大規模接種即

得以展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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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能預防癌症的疫苗。(廖運範 2011:37-39)(粗體字為原書中的格式，並非

本論文所加) 
張美惠醫師等人之著作(Chang et al. 1997)發表於《新英格蘭醫學期刊》(New 

England Journal of Medicine)，是醫學界最重要的學術期刊之一。根據 Google scholar
於 2012 年三月的搜尋，此一文章已經被引用 1250 次18。張美惠的發現除了支持大

規模接種 B 型肝炎疫苗的施為，是疫苗治理正常化(normalization)最有力的權力基

礎，也更進一步穩固了一種疫苗知識論述的在地權威。1970 年代許子秋以本地疫苗

臨床試驗結果發表的方式來確認疫苗採用正當性的作法，就已經初步塑造出疫苗知

識權力的雛形，是以採用者而非供應者的角度來詮釋。而 B 型肝炎疫苗接種結果透

過頂尖學術期刊的發表與引用，更加地提高小兒科醫師社群在疫苗技術方面的詮釋

權力。其結果就是在地疫苗的知識形成一種絕對偏向採用經驗，並由小兒科專業醫

師主導疫苗採用之真理論述，而與疫苗生產及經濟脫節的現象。 
 

3.疫苗治理的制度化 
B 型肝炎防治計畫透過跨部門的計畫順利推動，相關防疫機關的制度化過程也

不斷發生。官署的整合除了在功能上更加齊備，也代表治理機構向中央集中，位階

提高之意義。甚至因為受到二十世紀末腸病毒肆虐的威脅，行政院衛生署乃順勢裁

併預防醫學研究所、檢疫總所、防疫處等單位，於 1999 年 7 月 1 日正式成立疾病管

制局，負責總理全國防疫事務，包括疫苗的採用決策相關工作。 
但在主理機關集中化之同時，疫苗採用的政策制訂卻更加依賴專家團體。由於

疫苗技術的複雜化，疾病管制局必須透過「行政院衛生署預防接種諮詢委員會」(簡
稱 ACIP)強化對技術的瞭解，以訂定出合宜的疫苗政策。在 B 型肝炎疫苗的推廣過

程中，醫學專家開始成為疫苗政策的關鍵人物。台灣以醫學專家為核心的中央諮詢

機構「行政院衛生署預防接種諮詢小組」19在 1986 年成立，是仿照美國疫苗政策建

議的制度。此一機構在 2000 年改名為「行政院衛生署預防接種諮詢委員會」，以提

供「免疫力的施為」(immunization practices)建議為主要目的，而得以支援政府當局

更細緻的治理技藝。 
另一方面，治理技藝也必須更「依法行政」，包括使用疫苗在內的安全部署必

須有法源依據，不能只憑藉官署的意志推動。在 1944 年制定的「傳染病防治條例」，

並沒有特別提出立法目的，直到 1984 年的修正條文中，才增加第一條「為杜絕傳染

病之發生、傳染及蔓延，特制定本條例」，多少反映出 1980 年代前後的制度性分隔。

該條例在制訂超過半個世紀之後，乃於 1999 年提高其位階，修正為〈傳染病防治

法〉。另外特別值得注意的是在法令變遷過程中，對於所謂的「法定傳染病」，在不

同時期有不一樣的定義方式。過往在傳染病防治條例時代，是以條列式列舉重大傳

染性疾病20，認定為有必要由政府介入防治。但在 1999 年修正的〈傳染病防治法〉

                                                 
18 2013 年 6 月更增至 1422 次，期刊引用的馬太效應持續發生。 
19 以疫苗先進國法國為例，中央衛政主管部門中為疫苗政策提出專業建議的「疫苗技術委員會」(CTV)
在 1985 年才設立。美國的官方諮詢機構 Advisory Committee on Immunization Practices 成立較早，先

是 1964 年開始在軍醫總監(General of US Public Health Service)裡運作，到 1972 年才獲得聯邦的法定

地位。但這些諮詢機構的成員背景相對比較多元，台灣 ACIP 仍以小兒感染科醫師為主。 
20 包括霍亂、桿菌性及阿米巴性痢疾、傷寒、副傷寒、流行性腦脊髓膜炎、白喉、猩紅熱、鼠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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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第三條來定義疾病，並依各種傳染病的屬性加以分類，產生不同的防治原則21。

由於對於疾病的流通性、疾病與人的關係，以及疾病防治工具有更多的認識，疾病

的防治也必須更細緻來處理。 
 

4.小結 
B 型肝炎預防接種的推動讓台灣走向不同於過往的疫苗採用路徑。從真理論述

的在地條件、干預的形式，乃至於整個的主體化自我實踐過程，都顯露出以安全部

署為核心、以人口為目標的作為。在利益考量上，更是為了資本主義經濟發展之人

力資本而採取的安全技術，是按受治理者所願而推動的治理技藝。可以達到這樣的

效果，與 1980 年以前累積下來的疫苗接種基礎不無關係，亦即先前基於安全部署需

要而一併引入的技術物政治性效果，促成 1980 年代大規模接種。然而更重要的是技

術的選擇，技術持續的政治性效果，一方面持續傾向疫苗採用而非自製，另一方面

也使論述權力向小兒醫師專家傾斜，這種趨勢也造成台灣社會具有某種採用疫苗的

親近性(affinity)。 
 

（四）後 B 型肝炎疫苗時代的權力與技術 
1.新興疾病 vs.新興疫苗 

二十一世紀是風險的世紀，新興感染性疾病不斷出現，但以疫苗作為安全部署

的可能性，並沒有因為疾病的增加而提高。感染性疾病不可勝數，但可用之疫苗非

常有限，例如愛滋病自 1983 年確認病毒以來，已投入疫苗發展數十年仍未有成。2003
年突然出現的 SARS，一時造成包括台灣在內多國的恐慌，但尚無疫苗可用之前疾

病風波即已止息。過往以疫苗來作為安全部署的工具，通常是對疾病發生現象已經

有相當瞭解，且經過長期的研究發展，終有可用之時。針對突發的新興疾病，往往

只能尋求其他的安全部署方式，難以寄望有現成的疫苗可用。 
 
另一方面，因前期治理性所形塑的制度，一旦覓得可藉由疫苗來防治的疾病

(vaccine-preventable diseases)，疫苗的採用也就成為社會安全優先的部署措施，疫苗

在所有安全部署中已經取得最優勢的地位。然而二十一世紀以後的新興疫苗卻有不

同於傳統疫苗的特性，這與 1990 年代以後疫苗產業全球化，以及全球產業化過程中

崛起的跨國藥廠有緊密關係(Bertrand and Saliou 2006)。全球藥廠主導的新興疫苗不

僅為了疾病防治，也為了疫苗廠商的利益。早期由公部門或研究中心主導的疫苗發

展需要市場的承諾(Kremer 2001)，新興疫苗的市場卻往往由藥廠開拓出來。於是在

開拓新興市場的可能性下，陸續出現的新疫苗不斷跨越既有疫苗的功能界線，例如

提供給育齡產婦及入伍新兵的德國麻疹疫苗、自 1998 年起的老年流感疫苗，以及針

對女性防治子宮頸癌的人類乳突病毒疫苗等，都跨越過往疫苗主要是給孩童使用的

年齡界線，而擴展到青少年、青年、成人與老人為對象。此即新興疫苗具有的「疫

苗種類的多元化」和「接種對象的全民化」等特徵(劉定萍等 2007)，使得疫苗預期

使用的人口範疇更為廣泛。另外，跨國藥廠推出的新興疫苗往往是投入相當龐大的

                                                                                                                                                 
斑疹傷寒、回歸熱、狂犬病、黃熱病等。 
21 如第一類為 24 小時內通報並隔離，第二類為 24 小時內通報但未必隔離，第三類為一週內通報等，

視疾病感染性及對生命危害的強度而定。 



 27

研發經費發展出來，且有一定技術複雜度，是定價頗高的商品，因此不僅有政治性，

更具有高度經濟性。 
 

2.真理論述 
由於新興疫苗不必然針對新興疾病而提出，疫苗技術的權力與治理性權力技術

的交互作用，更伴隨著 1980 年代末期以後台灣快速的民主化進程，呈現更為複雜的

風貌。即便是最根本以疫苗為安全部署的必要性，從不同的角度來理解，也會有不

同的詮釋方式。以接種新型 H1N1 流感疫苗為例： 
五月六日最新一期的《新英格蘭醫學雜誌》，世界衛生組織發表一篇 H1N1
的正式總結，高度肯定抗病毒藥 Tamiflu（克流感）在防疫的重要貢獻，對
快速篩檢則認為準確性差異大，對施打新流感 H1N1 疫苗則隻字未提，代
表全球專家沒有共識。(郭明裕、郭明實 2010) 

 
新英格蘭醫學雜誌綜論文章的標題是「Clinical aspects of pandemic 2009 
influenza A (H1N1) virus infection」，那是在講新型流感的臨床，完全不涉及
預防，當然不會講疫苗，怎可申論為「代表全球專家沒有共識」？去世界
衛生組織網站看，都是要求相信疫苗、接種疫苗的建議！(李秉穎 2010) 

 
其實，還有第三種小兒科醫師的專業觀點： 

如果是以免疫的角度來看的話，其實我是比較主張，如果會致命的疾病，
你是一定要建議打疫苗，可是如果不會，不一定會致命的疾病，其實你的
一些感染事實上是對你身體的一種訓練，那你訓練以後你免疫力才會變得
比較好。…我們現在整個 population，因為我們免疫系統是要經過不斷的感
染，不斷的訓練，我們的免疫系統才變得越來越好。可是到免疫系統越來
越好那不只是牽涉到對抗疾病，那個感染疾病而已，他可能牽涉到過敏疾
病的發生，牽涉到腫瘤的發生。如果你免疫力越來越差的話，你過敏疾病
可能越來越多，癌症的發生也越來越多。所以這個其實你沒有考量在裡面
嘛。(訪談紀錄 20100927) 

 
這些不同的論述都有所據，也有特定的知識體系立場，往往成為疫苗使用者不

同的信賴來源。多元專家論述取代威權時期科技官僚單一口徑的宣導，加以多元的

訊息流通管道，進一步使得防疫安全部署的基礎也有所動搖。民主社會中的資訊媒

體科技一方面有助於官署提供「正確」的疫苗接種訊息，順遂疫苗接種規範的擴散，

但另一方面，資訊傳播技術也同樣使得多元的論述更易擴散，有時會抵銷、甚至阻

礙疫苗接種工作的推動。即如前述不同立場的小兒科醫師，得分別利用媒體投書及

個人網站部落格對疫苗發表意見，在資訊網絡的流通性作用下，形塑出群眾之間不

同的疫苗想像。這是疫苗之外其他技術物的政治性與疫苗的治理性產生交互作用的

效果。 
 

3.治理策略 
另外，疫苗採用的市場化也凸顯了與防疫制度化相反的治理分權化趨向，亦即

雖然中央防疫組織的結構已經集中化，有制度統一的治理體系，但疫苗的採用卻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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更加朝向「地方自治」發展： 
台灣推新的疫苗最後一個就是 1986 年推的 B 型肝炎，B 型肝炎之後呢，台
灣就很久沒有推新的疫苗。B 型肝炎之後，第一個推的疫苗是水痘，就是
在兩千年，差了十四年了。台灣的疫苗推動呢，其實基本上像水痘，這個
我也都大概或多或少有參與。台灣的疫苗，後來是變成地方包圍中央，地
方政府一個一個打，中央政府只好啊，那我也去打啊。不然每個人都說為
什麼他打完我沒得打（疫苗）。中央政府相對上是一直很保守，每次就說沒
有錢、沒有錢。（訪談紀錄 20100712） 

 
在新興疫苗的推動過程中，權力分化效果正在發生。在決策方面，雖然防疫機

關已經中央集中化，疫苗採用的決策權力卻越加依賴特定專家團體，而不是行政官

署單方面的決定，但專家有其特定的視野，未必是全人口的治理。在資源方面，若

要全面採用昂貴的新興疫苗，所需龐大財務不是中央財政可以負擔，必須更多仰賴

多元的資源，使得此一安全部署的人口目標益發模糊。而委由地方政府執行，或地

方政府率先使用，再由中央跟進，更顯現作為全體人口治理的安全部署已經逐漸失

去原本的模樣。 
 

4.自我實踐 
除了諸般分裂的論述與干預過程中的紛爭，新興疫苗的出現也讓治理選擇的主

體從官署轉移到個人。即使基層衛政人員，處於推動疫苗接種的第一線上，也會針

對疫苗的屬性進行判斷，而有所選擇，例如： 
講一句實在話，我自己也會怕，怕說打了會不會怎樣，因為不知道這個疫
苗的功效到底如何。子宮頸疫苗我是自己（願意）打的，是因為我是覺得
說我想要保護我自己，我覺得說這個能保護自己子宮還怎樣，我才會去施
打。…有時候一些媽媽會說，奇怪，我們小時候都沒打那麼多疫苗，為什
麼他們現在都打了這麼多？而且感覺好像越打越多。然後我就是說了一句
話，不知道耶。可是如果你問我疫苗要不要打的話，我真的說，我會看要
打什麼東西。…其實，像 A 肝可能我會打，如果我要去東南亞地方，所以
我可能會去施打，保護自己。可是如果是那種流感疫苗的話，可能對我來
講只是覺得說，有點類似我們一般的感冒，可能你生完感冒起來以後就沒
事情了，就可能感覺幹嘛還要多挨一針在那邊？很痛就是，還要一直灌水
或什麼的。對呀。其實我會選擇性啦，我會選擇我想要施打的疫苗為主。（訪

談紀錄 20100714） 
 
加以現行台灣的常規疫苗接種並沒有強制性，民眾如果不願意接受也沒有罰

則，與早期「種痘條例」的相關強制性已經大不相同22。基層公衛人員僅能透過勸

導方式，讓民眾願意接受預防接種。一位衛政官員指出： 
我們國家的話就是說只要是政府列出來的，所謂的常規疫苗的話，基本上疫苗

                                                 
22 為防治天花而制訂的〈種痘條例〉第七條規定：「非因疾病或其他正當理由，未於規定時期種痘者，

除自請補種外，縣市衛生機構得強迫補種，其不補種者，得對其父母或監護人處以三十圓以下罰鍰」。

具有強制力的〈種痘條例〉已於 1981 年 12 月 29 日通過廢止，於 1982 年 1 月 6 日公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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都免費，那當然你可以看到有些家長他就不想打，那當然我們會盡量鼓勵他們來接

種，那如果他真的是拒絕，我們也不會強迫他。…家長如果不接種我們也不會勉強，

但是我們就是說我們的公共衛生、或是其實他們都會很認真、會不斷的催促，也希

望大家能夠來接種。也有碰到就是說家長他完全不接種，但是我們不會強迫他，對，

可是會請他，您知道嘛，小學他們都會通知家長，然後問你要不要打。（訪談紀錄

20100629） 
 
疫苗接種之前必須由家長簽署同意書，這是現行治理性的一環，「因為他們才

會有依據，因為上面會集合他們說為什麼你的完成率這麼低」（訪談紀錄

20100629）。這種現象一方面顯示對於健康的治理，已經從衛政主管機構轉移到個人

的責任，但另一方面，對於人口安全應當採取有效的干預策略，仍然期待衛政機構

在防疫工作上應有所作為。於是，在可能有爭議的情況下，溝通與協商成為治理性

的支援手段，而有別於過往強調主體正當性與治理績效。 
 

5.小結 
台灣在 1986 年解嚴、1996 年民選總統，在民主化走向多元社會的同時，正與

在地疫苗治理性的確立、走入後 B 型肝炎疫苗時代的路徑重疊。新興疫苗的權力與

治理技術的交互作用，配合著更進一步民主化的效果，在二十一世紀以後呈現出多

元的真理論述、分權的治理策略，以及自我實踐的弱化等現象，在諸般社會爭議之

下略現疫苗的治理性危機。 
 

六、討論與結論 
 

 疫苗治理從君王統治到生命權力的變遷，除了有政治變遷的脈絡背景，更

是受到疫苗技術變遷的物質性條件所影響。沒有新疫苗的出現，就沒有以疫苗進行

安全部署之可能，但也因為安全部署之制度化，使得疫苗生命權力之施為被認為理

所當然，以致於人們常忽略此治理性的演變脈絡及其限制。實則疫苗技術一方面作

為安全部署的一環，是治理性組成的一部份，另一方面也以技術的權力效果透過技

術與制度的選擇，影響到治理性的後續發展。在生命權力的內在邏輯中，個體接受

技術的規訓後產生效果，並在聚合(aggregate)之後，產生一種新的常態分配模式。

這是生命權力的自我迴圈。這種內在邏輯必須配合適當的社會條件才能發生，而技

術的權力卻在技術被採納為治理工具之當下，或成為治理工具之後產生效果。因此，

在疫苗接種決策之際，或接種施為之後，疫苗技術的政治性也改變了疫苗、疾病與

社會的關係。換言之，治理性以技術物作為一種工具，不僅透過規範化以規訓重新

形塑了或強化既有人口屬性的樣貌，也透過技術物的政治性重建形成新的社會關

係，而成為治理性的雙重內生力量。在兩股力量的作用下，有以下的現象。 
 
1.作為特定時空下治理形式的生命權力 

傅柯主張的生命權力是不同於君王統治的治理模式，但是以西方國家的發展為

依據所建立起來的概念，在後進國家的適用性有待確認。以技術物中心的觀點來理

解生命權力中的治理性，更能看出治理性的侷限，例如可用之疫苗有限，疫苗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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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治的疾病可謂相當少數，但威脅人類之疾病層出不窮。而在西方國家，即使面對

疫苗可以防治的疾病，要普遍使用疫苗也需要相當之鬥爭。後進國家雖然一開始缺

乏工具創造的能力，但以發展為目的的理念，可以直接向技術已發展的國家取得工

具，類似生命權力的樣式或者可以很快在後進國家建立起來。但此時的人口治理只

是手段，治理工具本身反而成為目標，治理的理性基礎是為了統治者的利益，為的

是確保統治威權23。 
後進國家可能得藉由治理工具的使用而有治理性的啟蒙效果。透過如圖 2 在地

生命權力的迴圈，內生的力量逐步形塑出治理的理性，先是在確認工具使用的方式

上，必須有在地的知識累積與論述；接著是在新的工具取得方面，要有在地的接受

基礎，有專屬的干預策略；最後是以在地的知識論述為開始，而尋求適合的治理工

具，以遂行人口安全之治理。 
然而不僅在台灣，西方先進國家也是一樣，建立在技術權力上的權力技術，在

二十一世紀以後皆面臨到治理性的挑戰。當治理的工具本身成為資本主義下的商品

時，其原本為了確保資本主義運作的意義也就產生了動搖。生命權力如同傅柯所述，

是歷史上一種治理的現象，這在後進國家中更是明顯。甚至因為技術變遷，生命的

意義很快從一個階段跳躍到另一個階段，在後進國家還沒有真實感受到生命權力的

意義，未曾經歷與牛痘、卡介苗等漫長的真理鬥爭，在欣然享受 B 型肝炎疫苗接種

的成果之際，這個歷史階段就即將要過去了24，要進入到另一個真理體制之中。 
 
2.治理性、政治性與路徑依賴 

技術物的政治性不是技術決定論，而是透過技術的選擇，在技術使用的過程中

與社會政治文化交互作用，相互形塑出與技術屬性相容的政治權力圖像。小兒麻痺

疫苗的徹底推動，形塑出在地的個人接種監控制度，此一制度再落實到孩童 B 型肝

炎疫苗接種裡，建構出台灣 B 型肝炎疫苗免疫及防治肝癌效果的真理體制。此外，

B 型肝炎疫苗的選擇也讓台灣建立起消費與生產二選一的在地權力網絡。疫苗的選

擇、接種的策略、施行的手段都必須扣緊在地的真理體制，加上與論述的權力圖像

連結，一次又一次強化既有的圖像。因此，台灣的防疫制度不會因為使用共同的疫

苗就和其他國家完全一樣，反而因為技術的選擇與在地政治文化的關係而有所差

異，並產生路徑依賴的關係。同樣的道理，西方國家也不會僅只一種疫苗採用制度。

再者，疫苗作為技術物也不會僅只一種政治性。隨著疫苗技術的變遷，以及疫苗本

身與疾病之間的各種可能關係，而有許多不同的政治性表現。即如新興疫苗本身在

定義新的、可以預防的疾病之同時，除了擴張真理體制的範疇，也重構權力網絡，

而其具有的經濟特性更是政治性的一環。一旦使用以市場目的而存在的技術物，也

就引進該技術物依存的市場關係。由於路徑依賴的效果，在先前的技術選擇效果下，

台灣走上更向疫苗採用傾斜的道路，使台灣在整個過程中，都是在消費的一端，而

                                                 
23 這類似於傅柯所提及的納粹政權矛盾性，即最完美的生命政治卻又是最根本的君主統治，既要保

存人口安全，卻又屠殺其中的一部份(Foucault 1997:205)。但納粹法西斯的治理真理論述是來自於其

國家內部的生物學知識，後進的真理論述卻是從外部取得的技術物而來。 
24 實則傅柯對生命政治的論述也是其階段性的思考議題，在 1979-80 的法蘭西學院講座「生活者（或

生命體）的治理」(Du gouvernement des vivants)中已幾乎不再提及；1980 年代以後乃轉向「自我技

藝」的討論，而成為他最終的知識關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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沒有能力去掌握新興疫苗產業技術。引進新的疫苗也就意味把台灣帶入到全球疫苗

工業的消費環節裡面25。這些現象都正在發生進行當中，值得往後持續去檢驗。 
 
3.在地政治脈絡下的治理性危機 

雖然本論文以技術物中心的觀點來理解台灣的疫苗政策演變歷程，沒有特別提

及台灣民主化的成就，但在治理性的變遷過程當中，民主化確實扮演相當重要的角

色，即如治理的理性從關懷治理者的利益轉向受治理者的利益，都是在民主化的脈

絡下才得以發生26。然而從治理性來理解民主化以後的疫苗採用現象，更顯現技術

物中心觀點的啟發意義。當醫學專業人士主張「台灣的防疫（制度）基本上是以被

動的方式在演變」(蘇益仁 2011:166)，其所指是決策當局並沒有積極的作為，有前

瞻性地推動制度變遷。其實台灣作為後進國家，自始都沒有建立起完全自主的安全

部署條件。早期的疫苗技術門檻低，疫苗供應的條件可以在地建立，但真理論述仍

有賴西方專家。隨著疫苗技術門檻提高，不同年代的技術選擇都以便宜行事，直接

引進國外技術或現成產品，以致終無法擺脫治理工具依附的現象。這個現象伴隨著

治理性與技術物政治性的糾纏，使得台灣更深地受制於西方整個疫苗政治經濟的發

展，而更顯被動。這種現象在二十一世紀以後變本加厲，新興疫苗的發展使得相關

知識的門檻進一步提高，各樣的論述也群起而生，但治理機構卻越無力來處理。晚

近針對疫苗接受度普遍下降的現象，醫界專家乃以提升預防接種率的根本考量提出

建言，而其主要策略，例如排除社會經濟條件差異造成的障礙、強化入學檢核、導

正訛傳之疫苗知識，以及加強公共溝通等(Diekema 2012)，多是面對治理性危機的

治標作法。本論文認為，更根本的考量應該去重新面對治理性危機的根源，即新興

疫苗的生產邏輯與安全部署之間的關係。當後進的政治民主轉型，政府從「強」轉

「弱」，加以媒體及資訊工具等其他技術物的普及效果，治理性的危機已非傳統的代

理式民主可以解決，必須配合專業知識的擴散與公民的討論，才有可能使受治理者

「按其所願地」被調管。 
本論文以技術物中心連結疫苗生命政治與疫苗的政治性，將後進的技術與疫苗

政治帶入到全球脈絡中，並因此凸顯在地政治文化的獨特效果，對於理解後進疫苗

採用所產生之諸般現象有相當之啟發，亦得以在理論上豐富生命權力之考察，並理

解其限制。本論文亦受限於篇幅與架構，無法深入討論二十一世紀之後新興疫苗的

諸般現象、風險認知或政治變遷等議題，亦難以擴展與後傅柯相關理論發展之對話，

此等議題皆有待後續之發展。 
 

 

（貳）南韓與台灣走向B型肝炎免疫化之路 
Paths toward hepatitis B immunization in South Korea and Taiwan 

（本文為英文論文，以下以英文原文呈現，但附上中文摘要） 
                                                 
25 即如採用大型蕃茄採收機就必然決定了蕃茄種植的適當規模，使得小農無法生存(Winner 1986)。
新興疫苗造成的雙元市場經濟效果也是如此，將使得缺乏資金市場的小型自營疫苗供應商無法生存。 
26 生命權力的變遷與台灣民主化過程的關連性是重要的議題，唯本論文受限於觀點與篇幅，無法更

進一步討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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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韓國和台灣有相似的戰後經濟發展經驗。在公衛領域方面，兩國也都成功地引

用疫苗接種制度，防治了 B 型肝炎的威脅。但是這種公衛上的成就並不是循相同的

路徑而來，而是透過不同的健康治理體系所產生的不同效果所致。在韓國，生產疫

苗的事業是比有效的接種制度更早發生。相反地，台灣是率先推動疫苗接種制度，

但在疫苗的生產事業上卻沒有成功發生。基本上，台灣是以進口疫苗來完成防疫工

作。本論文即勾勒韓國與台灣在發展出現代防疫體制的脈絡情境，用以瞭解其中的

差異因素。 

Keywords: Hepatitis B vaccines, Immunization programs, Industrialization of vaccine, 
Taiwan, Republic of Korea 

Introduction 

South Korea and Taiwan are among the leading countries using vaccines against hepatitis 
B. They have launched mass immunization programs in the early 1980s, years before the 
World Health Assembly (WHA) began recommending that member states integrate this 
vaccine into their national immunization programs in 1992. Moreover, the results of 
using this vaccine were beneficial in both South Korea and Taiwan in a manner different 
from that of certain advanced countries, such as France. In France, although the hepatitis 
B vaccine was included in the general immunization campaign shortly after the 
recommendation of the WHA, and became a free school-based vaccination program, 
confidence toward the vaccine decreased due to weaknesses in planning, monitoring and 
evaluation process of the program [1]. This did not occur in South Korea and Taiwan. 
Hepatitis B vaccinations can be regarded as successful stories for these two societies. 

South Korea and Taiwan have different approaches to providing immunizations against 
hepatitis B, although they have similar economic and social contexts. This article reviews 
the route each country took to social awareness of hepatitis B, strategies for mass 
immunization, and the current status of vaccine usage in South Korea and Taiwan. First, 
we review the commonalities between South Korea and Taiwan. Their different paths are 
then described with consideration to their specific initial conditions,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decision makers, different vaccination strategies, the industrialization of vaccines, and 
the outcomes. 

Common Backgrounds 

The 'Taiwan Miracle' and 'Miracle on the Han River' are often used to express the rapid 
economic growth in Taiwan and South Korea, respectively, from the mid-1960s to the 
1990s. As shown in 圖 7, the gross domestic product (GDP) per capita in Taiwan and 
South Korea increased rapidly from under US$1,000 in the 1970s to over US$15,000 in 
the 2000s. This phenomenon was explained by the concept of the "developmental state," 
which emphasizes effective economic planning led by the government. From th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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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erspective, similar trends for South Korea and Taiwan, as shown from left to right in 圖
7, are interpreted as the results of governmental intervention. 

 
圖 7 
Comparison of social development between South Korea and Taiwan during the period of 
1970-2010. Taiwan and Korea have similar paths of growth in terms of life expectancy 
and gross domestic product (GDP) per capita. The paths are not identical because ... 

圖 7 also shows that, despite their economic performances, Taiwan and South Korea have 
successfully improved the quality of life of the population. The life expectancy at birth in 
both Taiwan and South Korea has extended from approximately 60 years in the early 
1970s to approximately 80 years in the 2000s. The rapid increase in life expectancy is an 
outcome of the governance of life, or 'governmentality,' which is defined as the 
government's effective actions at the population level to preserving the human resources 
that are required for economic development. For example, prevention of liver cancer was 
considered effective in increasing life expectancy [2]. The trends of governmentality are 
similar in South Korea and Taiwan. 

South Korea and Taiwan have another hidden common factor that is not shown in 圖 7: 
The science and technology that helped latecomers such as South Korea and Taiwan to 
realize economic growth as well as health improvements. For example, vaccinations are 
among the technological tools that are recognized as most effective in preventing diseases 
and improving public health. However, neither South Korea nor Taiwan has a tradition of 
developing new vaccines. For these two countries, most knowledge and technology 
regarding vaccines and vaccinations have been introduced by other advanced countries. 

Different Paths 

Although South Korea and Taiwan exhibit similar trends, as shown in 圖 7, their paths 
have not been identical. As the figure shows, between 1980 and 2000 they appeared to be 
in competition because their graphs often intersect. Since the mid-2000s, South Korea h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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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tinued to grow, leaving Taiwan behind. Hepatitis B immunizations occurred in the 
period of competition from 1980 to 2000. However, their common backgrounds are not 
determinants for their different paths. The graphs imply that different approaches were 
used to adopt vaccines in South Korea and Taiwan (Table 1), where certain important 
events about hepatitis B vaccines and vaccination took place. 

 
Table 1 
Chronology of the hepatitis B vaccines in South Korea and Taiwan 

Initial conditions 

The divergent paths of hepatitis B immunizations in South Korea and Taiwan began from 
different initial conditions in the late 1970s. The initial conditions included their styles of 
hepatological research, political contexts,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strategies. 

Scientific research on hepatitis B  

Hepatitis was among the most severe diseases occurring in the East Asian region, where 
Taiwan and South Korea are located. Hepatological research had been a vital subject of 
Taiwanese and South Korean medical researchers for a lengthy period. Some of the most 
influential physicians in the medical communities are hepatitis experts, such as Juei-low 
Sung and Ding-Hsing Chen in Taiwan and Chung-Yong Kim in South Korea. These 
domestic medical professionals were influenced by their early experiences under 
Japanese colonization, and were offered opportunities to join certain United States-based 
research; that is, these physicians were not isolated from the world; rather, compared with 
other professionals, they had more contact with leading research worldwide because of 
their scientific cooperation with prestigious research centers in the United States, Western 
Europe, and Japan. 

However, the medical professionals in South Korea and Taiwan have had different 
interests in hepatological research. Pathological and epidemiological research between 
the hepatitis viruses and liver diseases was more possible in Taiwan. Taiwanese medical 
professionals preferred using existing vaccines to developing vaccines of their ow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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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wever, South Korean physicians seemed to be more interested in vaccine development. 
For example, Dr. Chung-Yong Kim, a South Korean expert of hepatological studies, 
developed a method of hepatitis B antigen purification in the early 1970s [3]. He also 
assisted the Green Cross to develop plasma-derived vaccines in the early 1980s. 

Political contexts for health care policy formation  

Political situations in the late 1970s and early 1980s were critical factors that affected 
governmental decision making on hepatitis B prevention. Former South Korean President 
Chung-hee Park adopted the Yushin Constitution and began the Fourth Republic in 1972, 
which was an authoritarian regime in which the president held the ultimate power of the 
state. President Park was assassinated in 1979. Political disorder followed, and in 1980, 
the Gwangju massacre occurred. The political regime transitioned into the Fifth Republic 
when Doo-hwan Chun came into power in 1981. The period from the Fourth Republic to 
the mid-1980s was described as the darkest period of democratization in South Korea. 

The political situation in Taiwan was opposite that of South Korea. The Fifth Republic of 
South Korea was controlled by the military from the end of the 1970s. However, in 
Taiwan, Chiang Ching-Kuo, the son of Chiang Kai-shek, began gaining political power 
since the mid-1970s, and became the president of Taiwan in 1978. He was the premier of 
Taiwan between 1972 and 1978. During his term as premier, his father Chiang Kai-shek 
died, in 1975. He was reelected president in 1984, and died in 1988. In contrast to his 
father, Chiang Ching-Kuo had no military background. During his terms as premier and 
president, he named several technocrats to promote economic development. Certain smart 
strategies were implemented during that time. However, in the beginning of his first term 
of presidency, in 1978, the United States severed official relations with Taiwan, and 
recognized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mainland China) as the legitimate 
government of China. Since the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became difficult for the 
Taiwanese government. 

Economic development strategies  

The South Korean economy is characterized by conglomerates, which were gradually 
cultivated through a series of National 5-Year Economic Plans in the 1960s and 1970s. 
During the Yushin Regime of the Fourth Republic, President Park focused on the 
development of heavy industries by the Third (1972-1976) and Fourth (1977-1981) 
National 5-Year Plans. The efforts of the so-called big push further strengthened the 
economic powers of the conglomerates. 

For the purpose of economic and social development, each year since 1972, the 
Taiwanese government invited foreign Chinese professionals to visit the island and 
provide their opinions concerning the future developments of Taiwan. This occasion is 
called the National Development Meeting (NDM, or Kuo Chien Hueh in Chinese). As in 
the inaugural speech of Prime Minister Sun in the 1981 NDM, almost all 1,847 
suggestions by members of the 1978-1980 NDMs had been considered for policy 
implications. In brief, the NDM became an important tool for national policy making 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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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1970s and 1980s, in response to Taiwan's isolated situation since the early 1970s. For 
example, the semiconductor industry was created based on the opinions of a small group 
of Chinese-American professionals who were fully experienced in this related domain in 
the United States. Although the subjects of the NDMs covered a wide range of social 
issues, including social welfare and medical care, major topics that the government 
considered more seriously were regarding economic development. 

Decision makers of immunization policy 

Korean companies started to develop vaccines in the late 1970s. With assistance from 
foreign experts, especially those of the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WHO) task force, 
these companies successfully developed a plasma-derived vaccine in 1982, only 1 year 
after Pasteur and Merck, two leading vaccine producers at that time. The domestic 
vaccines entered clinical trials among the staff members of the companies. The results 
showed efficacy of the vaccine. The success of the domestic vaccine development 
encouraged the South Korean government to launch a nationwide immunization program 
in 1983. The program, called the Hepatitis B Eradication 5-Year Program, was based on 
the clinical trial results of the companies [4]. 

The vaccination policy was created by the Ministry of Health and Society (MoHS), and 
especially by the Institute of Health of the MoHS. The head of the MoHS from 1982 to 
1985 was Jung-rye Kim, a former Senator, feminist, and politician. The Institute of 
Health was directed by a pharmacist, Dr. Dal-hyun Jee. The first was a professional 
politician, the second a civil servant. Without medical expertise, these administrative 
officers followed the South Korean administrative tradition to ensure that the 
immunization policy was feasible. 

In Taiwan, the minister of the Department of Health (DoH) is often assigned to senior 
physicians, and especially to former deans of prestigious medical schools. The DoH can, 
therefore, have a stronger relationship with the medical community. For example, Dr. 
Hsu, the minister of the DoH from 1981 to 1986, was an expert on vaccinations. He 
launched mass vaccination campaigns against polio and Japanese encephalitis (JE) in the 
mid-1960s, when he was the director of the Provincial Department of Health [5]. With 
these campaigns, he also conducted clinical trials on polio and JE vaccines. 

The Hepatitis B Prevention Plan was recommended by the NDM. This was the first time 
an immunization program was directed by the Executive Yuan. To master technological 
details, the Hepatitis Direction Committee was created, consisting not only of 
governmental staff and domestic experts, but also of foreign advisors, including I. R. 
Bennett and S. Krugman. These foreign advisors were helpful in settling disputes over 
trials performed on newborns because they were considered real experts at that time. 
Regardless, the DoH is relatively separate from other governmental departments and 
ministries because of its uniqueness. Therefore, domestic vaccines were not specially 
preferred by the public health sector, which was influenced by attitudes of the DoH. 

Vaccination strateg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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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fore the Hepatitis B Prevention Plan was initiated, two clinical trials of the hepatitis B 
vaccines were conducted in Taiwan, in 1981. A research team partly composed of 
members of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Hospital (NTUH), led by Beasley, used the 
Merck vaccines to inoculate newborns. Another team used Pasteur's vaccines. The two 
trials obtained similar results, with the vaccines shown to have an efficacy of 
approximately 94%. These trials were polemic, but their results are strong evidence for 
instituting immunization programs. 

Mass vaccinations of newborns started on July 1, 1984. The vaccines used were provided 
by Pasteur's vaccines. A technological transfer contract had been signed between the 
Taiwanese government and Pasteur's vaccines before the hepatitis B vaccination 
campaign to build the domestic capability of manufacturing Pasteur's plasma-derived 
vaccines. The manufacturing capacity was realized by creating a vaccine company called 
Lifeguard. During the building of Lifeguard and training staff, Pasteur's vaccines 
promised to provide vaccines at $4 per dose to Taiwan. At that time, the actual price of 
each dose was approximately $20-$50 [6]. 

From 1984 to 1985, infants of hepatitis B surface antigen-positive women were 
vaccinated at 1.5 weeks, 9 weeks, and 12 months with plasma-derived vaccines. The 
immunization program was expanded to all newborns in 1986. Since then, each infant 
received four doses of plasma-derived vaccines at ages 0, 1, 2, and 12 months [7]. Since 
the licensing of recombinant DNA vaccines in 1990, infants can now also be vaccinated 
with these at ages 0, 1, and 6 months [6]. The coverage rate of hepatitis B vaccinations 
among newborns was sufficiently high (圖 8). 圖 8 shows that the average doses 
inoculated for each infant approach 4 in the era of plasma-derived vaccine and decline to 
approximately 3 when recombinant DNA vaccines were introduced in Taiwan. 

 
圖 8 
Average doses of vaccine inoculated per newborns in Taiwan from 1986 to 2000. The 
average doses inoculated for each infant approach 4 in the era of plasma-derived vaccine 
and decline to approximately 3 when recombinant DNA vaccines were introduced in ... 

The high coverage rate of hepatitis B immunization may partly be the result of modifying 
the childhood vaccination registry system after a polio outbreak in 1981. The outbrea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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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as caused by labor migration from Southern to Northern Taiwan. Accordingly, a system 
of personal vaccination records was established, which is helpful for surveillance and the 
promotion of childhood vaccinations. Moreover, because certain medical professionals 
were deeply involved in the mass immunization program, they could monitor the 
progress of the program by using their expertise. Thus, parallel to the mass vaccinations 
of infants since 1984, a long-term survey was conducted by MH Chang, a pediatrician at 
NTUH. The results of the survey, published in 1997, proved that the vaccination 
effectively reduced the liver cancer rate in Taiwan [8]. 

In contrast to Taiwan's approach of technological transfers through the government's 
efforts, a domestic supply of hepatitis B vaccines became available in South Korea in 
1983. We describe the strategy of obtaining self-sufficiency for vaccines in South Korea 
below. Based on the clinical trial results of the domestic vaccine providers, the South 
Korean government launched a 5-Year Immunization Program in 1984. The Hepatitis B 
Eradication 5-Year Program aimed to vaccinate 17.2 million people, or approximately 
40% of the national population. The targeted groups included adults in high-risk groups, 
elementary school students, and children under 6 years old. The goal of 4.1 million 
people being vaccinated by the end of 1986 was also set. However, criticism from foreign 
and domestic South Korean experts resulted in abandonment of the 5-year program in 
1985 [3]. One of the major arguments among the experts is that newborns, rather than 
adults, must be vaccinated first. Accordingly, although the government stopped the mass 
vaccination program, parents have been encouraged to have their newborns freely 
vaccinated with hepatitis B vaccines in public health offices since 1987. 

Further action regarding the hepatitis B vaccine did not occur until 1991, when the South 
Korean Society of Pediatrics recommended the vaccine in the annual book of vaccination 
guidelines by including it in the vaccination tables. A couple of years later, in response to 
the WHO, the South Korean government finally added the hepatitis B vaccine to the list 
of National Mandatory Vaccines in 1995, which was encouraged by a newly established 
expert group for immunization policy recommendations, the South Korea Advisory 
Committee on Immunization Practices (KACIP) [9]. The institutionalization of the 
KACIP and other policy-making mechanisms showed that South Korean society was 
entering a modern era of immunization governance. 

Industrialization of the vaccine 

South Korean companies, Green Cross and Cheil, obtained plasma-derived vaccine 
technologies from foreign partners, and successfully developed their own products: 
Hepavax-B by Green Cross and Hepaccine-B by Cheil. The scales of these companies 
were sufficiently large because they were the results of the 5-year economic plans, in 
place since the 1960s. For instance, Cheil belongs to the Samsung conglomerate, the 
largest business group in South Korea. They can suffer from temporary losses for a 
considerably larger market in the future. Consequently, Green Cross and Cheil were able 
to provide low-priced vaccines in South Korea, as well as to the third world, with the 
recommendations of foreign experts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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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ith their experience with plasma-derived vaccines, Green Cross and Cheil became 
devoted to the development of recombinant DNA vaccines in the late1980s. LG 
Chemicals also entered this industry. With its own research team trained abroad, LG 
produced the first South Korean recombinant DNA vaccine against hepatitis B (Euvaz B) 
in 1992. Green Cross obtained patented technology from the German company Rhein 
Biotech, and successfully developed the vaccine Hepavax-Gene in 1996, which was 
licensed in 1997. However, Cheil failed in developing out new vaccine product. South 
Korean companies can survive in the competitive high-valued vaccine market because 
their strategies are aimed at the third world, in which the leading vaccine companies were 
uninterested [11]. In addition, providing vaccines to the third world was financially 
supported by non-governmental organizations, such as the Gate Foundation and United 
Nations Children's Fund (UNICEF). 

Under the Hepatitis B Prevention Plan, the Taiwanese company, Lifeguard, was created 
by the government for three purposes: to provide vaccines for public health, to improve 
scientific research, and to promote the domestic biomedical industry. However, the 
project of building the company was assigned to the National Science Council (NSC). 
The NSC is responsible for policy making and resource allocation for basic research, but 
it is not competent in industrial affairs. Thus, in 1984, the NSC created a liaison unit 
called the Development Center for Biotechnology (DCB) to be responsible for industrial 
affairs, such as providing administrative support to Lifeguard without requiring the direct 
intervention of the NSC. The new vaccine company had an ambiguous status among 
science, public health, and the industry. 

Because Lifeguard was created through a special project and coordinated under the NSC, 
rather than the Ministry of Economic Affairs, it had no other support except for 
government investment through the National Hepatitis B Prevention Program (i.e., the 
company was required to be self-sustaining from its inception). In addition, limited by 
technological development of Pasteur Vaccins, Lifeguard could obtain only the 
plasma-derived vaccine technology. Although Pasteur's recombinant DNA vaccine 
technology was nearly available at that time, it failed to develop out a new vaccine 
product because of patents of Smith-Klein. 

When the recombinant DNA vaccines of Merck and Smith-Klein were approved for 
vaccinating infants in Taiwan, most people switched from the domestically produced 
plasma-derived vaccines to the so-called second-generation vaccines. Without a domestic 
market, Lifeguard stopped functioning in 1992, and announced its dissolution in May 
1995. South Korean companies also stopped plasma-derived vaccine production in 2004 
because of market constraints. However, recombinant DNA vaccines continue to be 
supplied by South Korean producers. 

Adoption versus the production of vaccines 

Mass vaccination programs in South Korea and Taiwan were proven to be effective in the 
prevention of liver cancer [8,12]. However, the different strategies to universal 
immunization resulted in contrasting configurations of vaccination adoption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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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duction in the two countries. Production capability was established prior to adoption 
of hepatitis B vaccines in South Korea, whereas the opposite occurred in Taiwan. 

Mass vaccination of newborns was a big challenge to the Taiwanese vaccination program. 
To cope with the hepatitis B immunization program, considerable governance 
restructuring occurred in the late 1980s. For example, a professional advisory group was 
established at that time. Although no new vaccine was introduced in the vaccination 
schedule during the 1990s, a modernized immunization policy-making system was 
established in Taiwan with the help of the hepatitis B immunization program. However, 
the hepatitis B immunization program also impeded the development of the domestic 
supply of new vaccines, as evidenced by Lifeguard's failure. 

The case in South Korea was contrary. The production capability of vaccines was critical 
to institutional reformation of the immunization system in South Korea. Driven by the 
exportation requirements of South Korean vaccine companies and the WHO's 
recommendations on new vaccine adoption, regulatory and immunization policies in 
South Korea have been modernized since the mid-1990s. For example, the Korea Food 
and Drug Safety headquarters was created in 1996, and was transformed into the Korea 
Food and Drug Administration in 1998. All departments followed the standards 
recommended by the WHO, driven by the production and supplies of vaccines against 
hepatitis B of the Korean firms. 

Concluding Remarks: Different Paths 

For both South Korea and Taiwan, mass vaccination against hepatitis B marked a turning 
point toward their modern immunization states. History shows that South Korea and 
Taiwan had similar developmental backgrounds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The disease 
burdens from hepatitis B in these two societies were also similar in the 1970s. However, 
political and social conditions in the 1980s shaped different paths toward vaccination in 
South Korea and Taiwan. The adoption of vaccines relies on the government's actions. 
However, the government is not a single entity; rather, it consists of different actors 
whose actions depend on their specific interests and contingent situations. Certain 
political and professional actors have played critical roles in the decision-making process, 
which reflects actual political and social situations. Thus, these strategies may further 
interact with the immunization characteristics of the vaccines to shape unique paths to 
universal immunization. From the cases of hepatitis B vaccine adoption and production, 
we can find more inconsistencies between South Korea and Taiw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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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參）從生命到生意 

 

台灣意圖發展疫苗產業已經有相當長的時間，但卻一直沒有具體的成果，仍然

處於後進的位置。這篇論文以生命政治(biopolitics)和生命經濟(bioeconomy)的概念，

勾勒出疫苗技術與產業先進國家對技術的想像圖像，據此指出新興疫苗產業所處之

「生命治理經濟」區域，是有別於純治理性考量之「社會安全」區域以及純經濟利

益考量之「市場經濟」區域。新興疫苗產業所產生之「生命價值」(biovalue)是一種

複合的價值，包括治理人口生命的使用價值以及作為醫藥商品之交換價值。複合價

值的確立是多維技術想像下的結果，並且需要生命資本的累積來確保市場的穩定。

台灣在疫苗技術的治理方面，自始均以社會安全為目的之生命政治為優先考量，不

僅如此，對於疫苗產業也是以「生意」，即傳統的技術掙錢的模式來思考，而欠缺

生命資本積累的考量。台灣在1980 年代曾以推動B 型肝炎防治之需要，引進疫苗

製造技術，並企圖藉此建立生醫產業。但先「生命」後「生意」的思維使得生命價

值向使用價值傾斜，排擠（排斥）了交換價值的產生，發展疫苗產業的期待最終也

以失敗結局。在2000 年以後，發展腸病毒疫苗成為台灣疫苗產業發展的新希望。雖

然情境已經非常不同以往，但對於疫苗技術的想像依舊停留在保守的社會安全區

塊。後進的技術想像受到相當程度「認識論斷裂」(rupture epistemologique)所限，對

於具有複合價值的產業僅能以一維的技術想像來理解，也就無法兼顧有內在相互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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突的多元價值形式，使得技術發展難以進入「生命治理經濟」的區塊，新興疫苗產

業的發展勢必難以實現。  

 

 

（肆）治理性危機：以二十一世紀新興疫苗為例 

 
 治理性是現代社會的特徵，是用以保障群體生存安全而採取的策略作為，其中

亦包括使用技術為治理工具，以有效確保群體經濟的生產性不受安全威脅。疫苗的

採用是經典的治理性現象，因其目的在保障人口免於疫病威脅、維持可以投入生產

的人力資源。包括使用疫苗來遂行治理性的原因之一，在於這些治理工具所處理的

危害是可以被理解、描述，甚至可以量化評估，而形成所謂風險的概念。治理性被

稱為安全技術，即在於其所針對的非安全對象是可以被評估的風險，也因此可以評

估安全技術的有效性，有證據可以支持其使用之正當性。換言之，治理性與風險應

該是在現代社會中以合理性建立起來的一組相對概念，是因風險的確認而有相應的

治理性，也因風險防治或降低的效果使治理性可被評估而穩定治理性的地位。這種

關係在傳統疫苗中是明確的，但在二十一世紀的新興疫苗中，由於疫苗的技術與經

濟屬性不同以往，在大規模使用疫苗於人口之同時，開啟新的風險機會，使治理性

原本要處理的外部風險，轉而成為治理性內部的不穩定現象，故產生了治理性危機。

治理性危機具體表現在三個層面：真理論述的分裂、治理主權的分化、及治理策略

的分歧。這三個層面的效果進一步使得治理性最終要產生的主體化效果無法實現，

亦即被治理者將無法按其所願地被治理。治理性危機是合法化危機的一種類型，是

因為技術屬性所產生，是過往合法化危機沒有涵蓋的類型。治理性危機的概念提供

一種理解生醫技術在二十一世紀社會中擴散可能遭逢的問題。由於風險認知與在地

社會文化條件有關，治理性危機也因在地社會的建構圖像或會有不同的形貌呈現。

透過對治理性危機的理解，當能掌握晚近防疫計畫推動中，廣大民眾對疫苗接種之

反覆態度，以及其背後複雜社會情境脈絡的作用。 

 

 

（伍）全球技術與地方社會：台灣與韓國發展生命經濟的路徑 
Global Technology and Local Society: Paths for Korea and Taiwan to a 

Bioeconomy 
 

This paper discusses knowledge diffusion and reconstruction via local network 
dynamics in Korea and Taiwan, with examples of vaccine industrialization in the context 
of a dual structure of global vaccine market. The dual structure includes, on the one hand, 
high-priced vaccine products made of advanced technology (recombinant DNA, for 
example), and on the other hand, traditional vaccines that are manufactured with low 
costs. Almost provided by big vaccine makers in the world, the high-priced vaccines are a 
part of an emerging bioeconomy, in which biotechnology contributes to a large portion of 
economic outcome. Transition of hepatitis B vaccines from plasma-derived to 
recombinant DNA technology in the late 1980s marked the beginning of the du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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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ructure. Both Taiwan and Korea devoted to develop their vaccine industry at that time 
by way of the hepatitis B vaccine. Domestic networks were formed with different 
approaches taken in the two societies, despite their similar backgrounds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by way of heavy investment in technology acquisition. Using the cases of 
hepatitis B vaccines a starting point, the paper describes paths to current situations of 
vaccine markets in Taiwan and Korea. The paper suggests that two heterogeneous 
networks are critical to construction of domestic vaccine markets: a production network 
and an adoption network. Formation, dynamics and interactions of the two networks 
reflect styles and processes of knowledge translation and reconstruction in a local society. 
Networking and reassembling network members around the knowledge translated also 
produce local orders. In Korea, formation of a production network is prior to that of an 
adoption network. It is just on the contrary in the case of Taiwan. The production network 
in Korea is active in shaping the adoption network. It Taiwan, the production network is 
strongly limited by the adoption network. It implies that a local society in the form of 
networks is not less important than the state of a vaccine technology learner such as those 
of Taiwan and Korea, even though these countries used to be exemplified as ‘strong 
state.’ Also, the local society is not isolated from the global technology and economy 
because the networks connect to foreign actors with a variety of ways depending on 
network configurations. The network configurations stand for power relations among 
network members in local contexts. Moreover, network configurations are influenced by 
contingent factors such as opportunity structures, technology selectio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nd power relations between different social groups. 
 
 

（陸）展演健康、建構市場： 
法國肺炎鏈球菌疫苗市場的展演性分析 

 
摘要 

本研究以展演性(performativity)市場觀點，分析美商惠氏公司的七價結合型肺炎

鏈球菌疫苗在法國的採用歷程。疫苗展演性意指其必須表現出對健康的促進有效，

也就是透過疫苗廠商的在地社會部署、疫苗專業社群在制度相關方面的部署、以及

疫苗作為主要行動者透過其獨特的技術屬性之部署，而使得各等部署可以表現出肺

炎鏈球菌疫苗在法國確實是安全有效的，可以展演出健康的事實，並透過在地論述

部署，建構出穩定的疫苗市場秩序。本研究主張新興疫苗的市場不純然是跨國藥廠

的單方面策略作為，也不是僅靠國家政策的介入，更需要在地政治文化基礎上的諸

般展演性部署，是一種脈絡化具體事實的社會建構。 
 

一、前言 
 

使用疫苗來預防感染性疾病及其擴散普遍被認為是現代社會的一大進步。疫苗

使用的普及程度也被視為一個社會或國家文明進步的重要指標。但在經過二十一世

紀初期幾波嚴重的流感及其他病毒如 SARS 等之威脅之後，對於疫苗大規模使用所

引發的諸般爭議，遠遠超過傳統侷限於公共衛生之議題。其中之一即是疫苗使用的

經濟面向，這部份向來僅以醫療成本效益之考量，較少從市場的角度予以理解。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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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上疫苗長期以來被視為生醫產業的指標性產品，在推動經濟發展的過程中有其重

要的象徵意義。但疫苗的經濟屬性卻有著相當特殊的狀況。一方面，疫苗有別於一

般標準化或具有價格競爭屬性的商品。在正常情況下，疫苗的消費往往需要公部門

的推動或制度性條件的介入，否則健康的人們沒有理由要接受疫苗的接種。另一方

面，疫苗科技的高度專業性使得消費者與供應者之間有相當不對等的關係。消費者

大多只能單向接受專業的建議，在選擇性很少的條件下接種疫苗。而這個過程也徒

增不少對於疫苗市場過程的臆測，或使得前述公部門或制度施為理念加添了一層神

秘面紗。 
 
 自 1980 年代以來，新經濟社會學有相當蓬勃發展的趨勢，尤其是對市場現象的

各種理解途徑有令人煥然一新的面貌。此一趨勢正好提供了新的工具，使研究疫苗

市場的可能性大為提高。從新經濟社會學來理解市場有多種可能，包括從企業相互

之間的作為，到強調國家的角色，或著眼於社會權力結構的決定性，亦有主張行動

者自主的網絡等。有鑑於新興疫苗市場在技術方面的獨特性，從科技與社會(STS)
跨入市場社會學的一個新興支派，也就是展演性(performativity)的市場理論，適可用

來詮釋其市場的建構現象。展演性的市場觀點強調市場相關的知識不是描述性的

(descriptive)或解釋性的(explanatory)，而是具有展演性的(performative)。以這種觀點

來詮釋疫苗市場的建構，有助於釐清企業角色、政策介入與特定在地條件的關係，

而有別於過往一方面將廠商視為疫苗市場利益背後之黑手，另一方面卻又將疫苗產

業發展失敗之因盡都推諉給國家，同時又要求國家來概括疫苗接種的諸般後果，以

致於市場過程與防疫政策不僅沒有連結，更忽略了在地社會權力結構與評價網絡的

重要性。 
 

因此，本研究選擇具有相當悠久疫苗使用傳統的法國為例，並取新興的七價結

合型肺炎鏈球菌疫苗(heptavalent pneumococcal conjugate vaccine，或簡稱 PCV 7)為
個案，分析此一疫苗在法國如何被採用，並繼而建構出疫苗的市場。由於這個疫苗

並非法國藥廠的產品，也不是在法國本地製造生產，純粹是一個外來的疫苗，對於

同樣處於全球疫苗產業脈絡下的台灣，如何面對諸般新興疫苗的進口並予以使用，

乃格外具有啟發意義。 
 

二、疫苗市場社會學 
（一）疫苗的供應、採用與市場現象 
 

疫苗與一般藥品最大差異是使用的對象。一般藥品通常是用來治病，是為生病

的人提供。但疫苗是為了預防疾病，對象是健康的人。因此，疫苗若沒有社會需求

的設定，一般健康的人不會主動要求接種。疫苗的採用就是透過防疫政策的制訂並

確認特定疫苗為防疫工具，也就是一種需求條件的設定，使健康人必須在志願選擇

或者至少半受迫的情況下接受疫苗接種。由於若干疫苗的價格昂貴，疫苗的採用就

牽涉到一個社會如何願意在面對疾病威脅時，將龐大資源挹注在以疫苗為首要的防

疫手段，而排擠其他可能的非醫藥手段。如果考量到疫苗全面接種可能為供應者或

生醫產業帶來的經濟利益，那麼疫苗的採用亦是一種經濟現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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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去純粹從經濟觀點理解疫苗採用的途徑有二：一是所謂的成本效果分析

(cost-effectiveness analysis)，多半是提供為政策制訂之需要，尋求社會資源分配之正

當性(如 Lloyd et al., 2008; Kim, 2011)；另一則是對疫苗市場的經濟分析，而提供疫

苗廠商或產業推動者相關策略之制訂(如 Evers, 2002)。由於上述兩種疫苗的經濟分

析有著不同的服務對象，分析的旨趣也不相同，在過去這兩類的分析並沒有交集，

也因此無法提供對疫苗整體經濟現象的瞭解。實則從經濟上來理解疫苗供給與採用

現象，必須知道疫苗不只是為了社會公共的利益，也有疫苗廠商的個別利益考量，

二者必須兼顧(Rappuoli, Miller and Falkow, 2002)。 
 

再者，疫苗的採用與使用並非純粹的經濟行為，而是牽涉到廣泛與深層的社會

文化面向。如果從博藍尼(Polanyi, 2001)對市場的主張，前述兩個經濟分析的途徑同

樣陷入一種「唯經濟論的謬誤」(economistic fallacy)的困境，也就是將經濟市場的重

要性凌駕其他社會條件之上，唯獨以經濟而非社會的考量來看待疫苗市場，而沒辦

法適切反應疫苗作為一種在社會中的特殊商品或產品的屬性。廣義的市場是一種處

於介面的交換機制，而存在於至少介面兩方之行動者。其中一方之行動者可以認知

另一方所提供的產品或服務，而其雙方透過該產品或服務發生之交換行為，就使市

場可以存在(Aspers, 2005)。實則前述兩種經濟分析途徑之一方是疫苗採用上的考

量，另一方是疫苗供應的情況，正是疫苗市場對立的兩個不同面向。故而討論疫苗

市場應當兼顧到此兩個經濟面向。 
 

晚近新經濟社會學中所討論的市場，已朝向社會秩序(social order)之關注

(Beckert, 2009; Aspers, 2011)。市場是一種具有穩定性的秩序，包括達成穩定狀態的

供給與需求、價格與品質等，而得以競爭、合作、以及價值判斷等為基礎(Beckert, 
2009)。秩序的概念也是 Harrison White(1981)提出 W(y)模型的基本精神，也就是通

稱的「生產者市場」的概念。生產者市場主張市場中的廠商具有相互觀察的屬性，

而在市場中建立起一種社會秩序，是市場可以成立的穩定條件。由於防疫政策的作

用，一般民眾在被要求接種疫苗時或許有個人的特殊考量而予以拒絕，但大多數都

只是一個沒有自主選擇權利下的純粹接受過程。這種對疫苗的單向選擇機制，其實

更符合生產者市場的概念，也就是純粹從生產者的立場來思考商品交易或交換的社

會秩序。更進一步而言，疫苗市場如果有結構性的意涵，從生產者市場的分類來看，

應該屬於「弔詭區」(paradox region)27。這一區的商品不以價格競爭，而是以權威

式的品質或品牌維持市場的穩定性。如果從「約定經濟學」(economics of conventions)
來理解，這一區可以被稱為是「在地範疇」(domestic domain)的市場，是以權威

(authority)為價值判斷(justification)的基礎(Favereau et al., 2002)。疫苗市場中的權威

來自疫苗專家的技術建議，概念上如同高級餐廳市場的權威來自於美食專家的評鑑

(Karpik, 2000)。 

                                                 
27 White(1981)主張市場有三種穩定的類型，包括擁擠(crowded)、艱難(grind)以及弔詭(paradox)三
區。擁擠區的競爭力來自於生產者的成本，誰得成本低，誰就容易取得優勢。艱難區的競爭力來自

於消費者的喜好，越被消費者追逐的商品，就越有競爭力。弔詭區的競爭則決定於商品自身的獨特

性，例如技術和聲譽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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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根據不確定性來界定市場型態時，經濟社會學家亦稱疫苗為所謂「自我中心

的」(egocentric)不確定性產品，有別於「他者中心的」(altercentric)不確定性(Podony, 
2005)。所謂的自我中心，就是指不確定性僅發生在疫苗本身，是發生在廠商一端的

不確定性，而對於他者之消費者而言，只要去用就可以，沒有不確定性的問題。換

句話說，疫苗做為一種商品，其外部的不確定性是可以透過政策的制訂與執行過程

而消除，一旦廠商受到市場制度的保護，唯一的不確定性就是疫苗本身是否可以發

揮防疫的功效(Podony, 2005:228)。這種觀點與一般以為疫苗採用必須透過國家的介

入，使不確定性可以得到消減，進而確保市場可以運作的過程是一致的。亦即必須

以透過國家的介入，以採購的承諾(purchase commitments) 來保障疫苗市場規模，以

確保公共利益和廠商利益(Kremer, 2001)。 
 

前述無論是生產者市場，或依照自我中心不確定性來劃分的市場模式，都還沒

有考量到防疫政策制訂過程的複雜性，同時也忽略了疫苗產品中所蘊含的科技屬

性。若從政策制訂的觀點來看，疫苗採用的制度脈絡是不容忽略的。這方面過去有

一些探討國家的角色與在疫苗選擇上的制度效果的研究，包括對防疫政策中關於小

兒麻痺疫苗的選擇(Blume, 2005)、百日咳疫苗在不同國家的採用歷程比較(Blume 
and Zanders, 2006)、或是卡介苗與 B 型肝炎疫苗在台灣的採用制度(張淑卿，2009; 
Munira and Fritzen, 2007)。這些研究不僅提供了有別於醫藥專業僅評估成本效果之

不同觀點，更強調政策制訂過程中諸般情境條件的重要性。而且，強制或建議接種

疫苗的政策，一方面是一種疫苗市場規模(scale)的保障，另一方面也是一種疫苗價

格的控制，其本身就具有相當之市場特性。 
 
（二）從結構到展演的市場 
  

有別於前述對疫苗市場的結構性分類，市場社會學另有一重要的觀點，就是將

市場的社會結構性與市場行動者的慣習連結起來，而成為場域(field)。Bourdieu (2000)
在分析房屋市場時，提供一種結構性不平等的觀點，是建立在行動者原處於不平等

的社會結構中，並繼而產生對房屋市場具有顯著影響效果的政策施為，以致於房屋

市場具有一種處於經濟場域中但受社會結構決定的屬性。Fligstein (2001)在討論到美

國產業受到全球化的影響時，則強調一個長期政治影響下的思維控制與交易規則是

使資本主義可以穩定發展的條件。也就是說，表面上雖然沒有直接的控制效果，但

是政治文化對於市場的形塑與發展是有相當重要的影響力。這種觀點對於理解疫苗

在地市場的建立條件有相當之助益。 
 

然而不論是單純地依照商品或產品的各種屬性將疫苗市場分類，或如場域論以

政治文化取徑的結構性市場觀點來處理疫苗市場，都多少帶著決定論的色彩，在一

開始就把疫苗市場看成是同質的一類。政治文化取徑的觀點或者可以將在地的社會

權力關係納入考量，而更多考量到政策制訂過程的社會條件，但過度強調社會既有

的權力關係，卻是沒有辦法處理不同的疫苗如何可以成為市場的標的，特別是難以

區辨個別疫苗技術獨特性的效果。實則晚近新興的疫苗是跨過了幾個不同的場域，

是醫療場域，也是經濟場域。雖然疫苗在其中有著不是為了經濟目的的利益，或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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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價值高於經濟價值，但利益糾葛顯然是難以清楚劃分。更何況在全球化的時代，

疫苗的市場是以全球佈局展開，並不能限定在一個民族國家之內的單一場域之中。 
 

晚近受到技術社會建構理論與「行動者網絡理論」(Actor network theory，簡稱

ANT)的啟發，而興起一派強調「展演性」(performativity)的市場社會學，主張市場

是被經濟理論建構出來的，而非自然發生的(Callon, 1998; MacKenzie, 2006)。這一派

的主張，可以追遡至 1980 年代對法國草莓市場的研究(Garcia-Parpet, 2007)。此一研

究發現外觀與運作近乎是完全市場(perfect market)的農產市集並非自然發生，而是熟

習經濟理論和交易模型的專家與其他受過專業教育的農民刻意建構出來的，也因此

可以看到市集中超乎自然的電腦資訊設備，提供交易的高透明度與快速資訊流通

性。經濟理論因此可以說是參與在市場的建構過程中，其已經不只是描述市場的模

型，而轉為推動市場過程的引擎(MacKenzie, 2006)，故稱為具有「展演性」的市場28。
此即如性別研究中的性別展演一般(Butler, 1990)，市場中的行動者為了展現其認

同，必須表演出社會賦予的特質，而同 Callon 所言：「廣義來說，經濟學是用來展

演(performs)、形塑(shapes)並編成(formats)經濟，而不是用以觀察經濟如何運作」

(Callon, 1998:2)。 
 

展演性的市場觀點一方面保留了經濟學理論對市場的理解，強調市場中的價

格、透明度、同質性、以及資訊充分流通等屬性(Garcia-Parpet, 2007)，另一方面也

以「關係性」(relational)的關懷考量到技術使用的社會脈絡，擺脫陷入「唯經濟論的

謬誤」之可能，而具有技術與市場建構性的精神。另就關係性而言，由於展演性市

場的概念來自不同立場學者的貢獻，在理解上也有不一樣的程度29。但無論是哪一

派的學者，對展演性的主張都強調建構過程中異質行動者的表現。換言之，各種不

同的行動者之間是透過其對於相同交易標的物之不同關心而有所連結，在以市場現

象相關知識的指引之下，藉其自主行動實現市場的建構(Callon & Muniesa, 2003)。
而建構市場除了需要知識，更需要將知識展演出來的具體化過程，這就是所謂的「裝

置」(device)或「部署」(dispositif)30： 

                                                 
28 MacKenzie 等人即以芝加哥的衍生金融市場研究為例(MacKenzie & Millo, 2003)，發現選擇權理論

原先只是一個虛構假設條件下的經濟模型，但在透過這個理論的指導下，一方面一些假設陸續在技

術進步、制度改革與市場發展中被實現，另一方面，交易操作員按照這個理論來思考與實踐，而金

融市場的運作，包括價格的走勢，也跟著這個理論來發展，於是選擇權理論在金融市場終究發揮了

展演性，實現了金融市場。這個現象並不是用經濟理論來解釋金融市場的運作，反而是經濟理論建

構了金融市場。 
29 例如 Callon(2007)強調經濟模型以及實踐經濟模型物質設備都具有「自我展演」(performant)的屬

性，也就強調「非人」(non-human)行動者的意義。此一主張稱經濟理論本身會自我展現在市場中，

故而經濟學是以一種具有自主性的物質性及非物質性行動者與人之行動者相互聯盟(Callon et al., 
2007)。於是經濟(economy)不是鑲嵌在社會裡，而是鑲嵌在經濟學(economics)裡，即經濟學「展演」

(performs)出經濟來(Callon, 1998)。而學者如 MacKenzie(2006)等，則偏向強調展演性所具有的社會性

(social)，是人類行動者運用經濟理論來建構市場，經濟理論具有被展演(performée)的效果。 
30 法文之 dispositif 或譯為「機器」(apparatus)(如 Agamben, 2009)或「裝置」(device)(如 Callon et al., 
2007)，但都沒有辦法完整表達原來的意思。本研究以較接近傅科原意之「部署」譯之，並保留原法

文 dispositif 之使用方式，而不以英譯之 apparatus 或 device 代之。另「部署」一詞國內學者或有譯之

為部署(例如龔卓軍，2006)或佈署(例如林文源，2010)，本研究採用前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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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算的部署(dispositif de calcul)不僅相當的複雜，也涵蓋形形色色不同的組織。一般

論及市場時，由於過於簡化，幾乎沒有任何可以提出的問題。在抽象化的市場概念

下，對商品的評價沒什麼可以說的，靠著一點點關於組織和定價過程的資訊，行動

者就是沈默地使用選擇或做決定工具。但（部署）是一種市場的具體方法，而非抽

象的邏輯下單一形式的市場，因此可以超越前述問題，而得以理解各種（部署）作

為計算工具(computandi instrumentum)的模式與功能。(Callon and Muniesa 2003: 191) 
 

瞭解如何透過經濟及相關知識的部署而展演出市場的過程，也就是去瞭解「經

濟化」(economization)的現象，可以讓人跳脫出結構性的市場觀點，進入一種非決

定論的過程觀點(Çalışkan and Callon, 2010)。進一步而言，部署除了非為決定論，更

是一種糾纏且多線路的整體，並且此整體乃具有異質性(heterogeneity)與不可逆的現

象(Deleuze, 2003)。也就是說，一個市場之可以成立，除了交易雙方的行動者，更有

物質性與非物質性的條件參與，其異質性的結合是依照市場知識的指導，而以部署

建立起真實的市場。在一些情況下，市場未必會被建立起來。展演效果(performative)
不是必然的，有時雖然商品所處的情境條件極佳，市場的建構未必會成功。例如 1980
年代初期法國巴黎地區曾規劃一項非常吸引人的個人化捷運系統，在各種條件皆備

的情況化，卻是以失敗的結局收場(Latour, 1996)。或者，如同草莓市場的案例，雖

然一開始有很多不理想的條件，例如所處非農產交易重鎮、地區內土壤貧瘠、草莓

品種不良等，但市場還是照樣可以建立起來(Garcia-Parpet, 2007)。因此，展演市場

的建構未必可以完全依照行動者的意志來完成，過程路徑也不是確定的，結果更是

可以失敗收場。 
 
（三）展演健康、建構市場 
 

過往有關展演市場的研究多半偏向以純經濟學理論可以支配的市場，如股票市

場、衍生金融市場等(MacKenzie & Millo, 2003; Hardie & MacKenzie, 2007)，主要原

因在於這類的市場需要複雜的數學作為分析的工具，分析師或市場的行動者必須依

賴專業的知識來處理訊息以採取適當的行動，以致於提供了展演的可能性

(Carruthers & Kim, 2011)。但以經濟模型為展演主題的研究取徑被批評是一種未盡完

整的展演性(Butler, 2010)。雖然市場展演性是在處理經濟，但其關注的是「經濟知

識」如何被使用來建立市場，而非反映出市場過程當下「經濟面向」的社會生活。

換言之，包括 Callon 等從科技與社會研究轉向市場社會學來看待經濟的方式，依舊

視其為某種技術的展現，欠缺對於經濟化與在地社會條件的關懷。 
 

如果從 Austin(1962)所提的展演意涵來看，也就是將展演性的概念回歸到其在

語言學裡面的最初主張，那麼應該要包括三種類型的展演，即「言辭做行」(locutionary 
performative)、「在言做行」(illocuationary performative)、和「由言做行」(perlocutionary 
performative)31。Butler(2010)認為展演性的金融市場分析只發揮到展演的「在言做

                                                 
31 「言辭做行」是具有真假屬性的陳述，但沒有真正的行動(act)意涵。「在言做行」具有行動意涵，

例如婚禮中說“Yes, I do”.，就表示接受了婚約，這句話「在」(in)言辭中同時有了行動，所以稱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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行」程度，也就是只問行動，不問效果。這是因為不論是 Callon 或 MacKenzie 等之

研究分析，都僅限於經濟模型與市場建構之範疇，雖然在市場建構過程中會有許多

不同行動者的部署，但卻沒有將部署產生的社會或政治效果進一步分析出來。 
 

由於疫苗並非純經濟性的商品，疫苗市場有相對複雜的諸般價值面向，而與金

融商品之純粹經濟特徵不同。在展演性的概念中，若能再連結到結構性的關懷，對

於疫苗市場的真實面貌，當能有更清晰的理解。實則 Garcia-Parpet(1986)早年研究草

莓市場時，是部份建立在「場域」的想像。這篇論文最初是刊登在 Bourdieu 主編的

期刊 Actes de la Recherche en Sceinces Sociales，且文章標題已經清楚主張「社會建

構」(construction sociale)的立場，而非後來 ANT 學派的超對稱本體論。另外，若仔

細閱讀文章，就可看出作者爰引 Bourdieu 在《秀異》(La distinction)一書中的場域概

念，用以說明在不同社會條件下的農民與草莓市場之間的關係，使得分析更具有場

域色彩(Garcia, 1986:12)。後來 Callon 等人把這篇文章作為展演性的經典著作時，把

文章中關於場域的論述及對結構條件的關懷抹除，而呈現純粹經濟展演性的樣貌。 
 

本研究因此主張在疫苗市場的建構上，並不是純粹經濟學的展演，而是必須考

量到展演與結構相互的效果，也就是必須進入到「由言做行」的層次。疫苗的採用

意指透過防疫政策，把醫藥的使用範圍擴張到原本未及之人，而當可視之為一種醫

療化的典型現象(Illich, 1976; Conrad, 1992)。並且疫苗政策是公衛體系之一環，而過

往研究也指出台灣公衛體系的市場化與醫療化不僅是相伴發生的，也有歷史文化條

件的作用(陳美霞，2011)，在地的政治文化脈絡在決定市場的大方向上，有一定的

影響力。另外，在其他醫療領域也可看到行動者網絡與在地體制的關係。例如台灣

的透析病患團體，得在面對體制時採取諸般行動能力的部署，進行自我轉化，甚至

介入並轉化體制，而形成此種醫療現象的在地獨特經驗(林文源，2010)。另又如醫

療體制外的行動者，即若欲將視障工作納入到醫療體系中，卻又是困難重重，必須

在既有的情境下「重新建構網絡」(邱大昕，2011)。故此，以展演性來分析疫苗市

場，就是去討論疫苗相關的知識，如何藉由各種在地的部署，以展演出健康來，此

即「在言做行」，而且在做行之同時，也解決了「自我中心的」不確定性。展演健康

之後進一步建構出疫苗市場的現象，也就是疫苗的經濟化現象，則是展演的積極效

果，而不僅止於做行而已。這就是「由言做行」的展演，更是解決「他者中心的」

不確定性之表現。 
 

根據以上討論，本研究接下來要分析的疫苗展演性市場，不在於以經濟模型直

接展演出市場來，而是透過疫苗潛在對於「健康」的貢獻，藉由在地的部署展演出

健康，以依附於獨特技術知識的品質表現為其展演之績效，而得以正當化行動者推

                                                                                                                                                 
il(in)-locutionary，故而 illocutionary performative 亦可譯為「以言成事」。「由言做行」是在言辭的接

受者端發生了效果，例如說「我要你去自首」，這句話對「你」有效果，是「由」(by)言辭發生行動

的效果，故稱之 per(by)-locutionary，而 perlocutionary performative 又可譯為「以言取效」。雖然

Austin(1962)的主張是在語言學方面，但後續的學者把這樣的概念用在「理論」或「知識」的展演上，

即理論或知識也是一種陳述的形式，也具有如同語言般的展演意涵，除了可判斷真偽，也可以「成

事」和「取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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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疫苗接種之施為，藉此建構出穩定的市場秩序，進而實現疫苗商品的經濟化。在

本研究的論證中，首先，疫苗的「展演」是去驗證「先推廣才有效果」，這需要推廣

者以外其他社會部門的配合，尤其是外來的疫苗必須與在地進行對話。也就是不僅

在於疫苗廠商做了什麼，更包括具有結構屬性的社會場域如何因應。其次，展演性

的實現就表示按照理論知識發生的行動有顯著的效果，因此確認了先前的知識或理

論，使得疫苗的採用有了正當性。此一確認的過程並非理所當然地成立，也需要部

署，是一種在地評價機制的建立。最後，而在展演健康之後，更進一步強化原先的

部署，而促成了市場秩序的穩定。這種兼具「成事」與「取效」的分析方式，相較

於抽離在地條件的金融市場分析，當更能夠表現出展演性與結構互動的積極意義。

故此，對照新經濟社會學中的主要論點，疫苗市場的展演性分析一方面保留了原來

有關金融市場中商品獨特知識理論作為推動者的角色，另外一方面也把非價格決定

性的品質機制放到市場分析之中，而補足了新經濟社會學中對於市場秩序裡面有關

「弔詭區」的詮釋缺口。 
 
（資料分析部份從略） 
 

三、結論與討論 
 

從 Prevenar 在法國採用的案例中，我們看到對此一疫苗提出詮釋的行動者，是

相當少數的社會團體代表：小兒科醫師代表與疫苗專家。這些代表性行動者人數雖

少，卻以一種結合疫苗展演性的主導性論述，也就是強調以疫苗來解決當下面臨的

疾病威脅是可以產生效果，實現「預防勝於治療」，而將其對疫苗所持之如此信念擴

展到所屬社會團體，再進一步藉由防疫政策的制訂推展到整個社會。此種論述的部

署不僅有助於正當化疫苗採用的事實，也成為形塑專業社群共識的基礎。 
 

至於廠商的作為，在研究中可見到三家疫苗廠商長期耕耘於肺炎鏈球菌疫苗，

而其中只有惠氏有機會發展出來。惠氏又利用在地社會網絡的優勢，結合早先建立

起來的企業形象，使得疫苗的在地展演條件可以迅速建立。這個情境條件應被視為

採用 Prevenar 的重要前提，使得諸般的部署行動可以被組織起來，而推向一個更有

利於疫苗市場建構的方向。透過廠商提供的技術資訊，各類的專家才能夠在所屬的

專業裡實現其展演性。專家的制度部署其實是建立在與廠商的技術部署的緊密互動

中。當疫苗經由各種部署來實現健康的事實(realities)之同時，與市場秩序有關的各

種條件，包括疫苗價格、採購數量、公費比例、甚至是市場上其他疫苗商品的相互

關係，也一併實現出來。 
 

場域性的結構條件是所有部署可以取得論述正當性的基礎。雖然針對每一新疫

苗，結構性的場域並沒有辦法清楚解釋其特殊的採用過程，即如 B 型肝炎疫苗之所

以被污名化、RotaShield 之所以失敗，但 Prevenar 卻以成功，都是在同一個場域中

的不同結果。但是在每一個獨特的疫苗展演出「健康」的過程中，卻需要與場域中

具有正當性的論述力量相結合。即如場域中大部分的小兒科醫師，在法國長期疫苗

傳統中已經承繼了一套對於疫苗的認知思維，知道如何依照疫苗的正當性論述，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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極投入疫苗的使用與推廣，並進一步回饋到市場秩序的穩定。 
 
過往純粹就經濟展演性來看待市場者，常忽略了市場所在社會文化的結構場域屬

性。而場域觀的經濟社會學分析卻也常常忽略商品本身具有的獨特技術與知識特

質。透過「展演健康、建構市場」的分析剛好可以提供一種綜合取徑。在這過程中，

我們發現疫苗市場中的自我中心的不確定性與他者中心的不確定性並非截然二分的

兩種對立屬性，而是在建構過程中相互作用。不確定性的控制在一方面是以「展演

健康」實現，另一方面也在「建構市場」的各類部署中完成，因此實現「由言做行」

的展演性。 
 

本研究的疫苗市場建構型態很顯然是不同於傳統性疫苗的發展模式。以

Prevenar 為代表的新興疫苗市場現象，一方面超越既有的場域疆界，即使有保守疫

苗傳統的法國，也可以將外國疫苗很快納入整體防疫體系；另一方面卻也依賴在地

的社會文化條件，必須透過在地的諸般部署來穩定市場的秩序。類似的新興疫苗還

有昂貴的人類乳突病毒疫苗，亦是在上市後不久即被納入建議接種名單裡面。這兩

個例子都在某種程度上反映出高經濟疫苗市場的屬性。在法國的經驗如是，在台灣

的發展情況可能也是如此。而借鏡法國的情況，對於理解台灣積極採用新興疫苗的

現象，也就更具有參照價值，值得後續進一步考察。 
 
 

陸、結論、建議與未來發展 
 
 本專題研究計畫以數篇學術論文作為主要成果，這些成果與原本計畫架構的相

關性如下圖 9 所示。 

 

 
圖9：各成果論文與本專題研究計畫架構的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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權力的技術與技術的權力一文如圖9中標示①所指，是在討論以疫苗為治理工具

的防疫制度發展，是在整個計畫的軸心位置。韓國與台灣的B型肝炎疫苗使用路徑

一文則是討論後進國家疫苗產業化的不同經驗，如圖9中標示②所指，主要位在採用

與供應之間。從生命到生意則主要針對疫苗產業化到市場化的想像分析，屬於供應

與使用之間的討論，如標示③所示。治理性危機一文在探討因疫苗使用者的風險認

知造成疫苗採用的困境，如標示④所指，是屬於使用與採用之間的議題。第五篇談

全球技術與在地社會，如圖中⑤所示，又回到採用與供應之間，是②的後續發展，

而更強調從產業化朝向生命經濟的未來趨勢。最後一篇是理論的統整，透過展演性

將整個市場的建構整合在思維框架中。這一系列的論文概略把整個架構繞了一圈，

也討論到不同向度之間的關係。 
 

由於本專題研究計畫具有相當可發展性，在本計畫結束後，另有兩個衍生的專

題研究計畫執行與申請中，一方面持續深化對生技相關社會學理論之發展，另一方

面也意圖擴大本專題研究計畫成果在實務領域的影響力。分別概述如下，以為後續

發展。 

 

計畫一、生命資本的理論與實踐 
（此一計畫已經申請並獲准進行中，為持續發展中的學術研究工作） 
 

生命經濟是二十世紀末出現的新興現象，並已漸成為各國推動經濟建設的重點

方向。有鑑於此一現象以及相關知識仍屬相當零碎與模糊，並在各國之間因歷史及

其他條件差異，而有不平衡發展，本研究計畫乃以生命資本的概念，來理解此一新

興場域的運作邏輯。 

 

  生命經濟場域中的生命資本分析，除了有助於社會學在此新興領域之知識進

展，得彌補理論之缺口，亦對於國內長期推動生技相關產業之發展，卻難具實效之

困境，或有相當之啟發，而有實務上的重要性。這個計畫因此有以下目的： 

 
(1) 為了發掘以生命為標的之經濟社會中，新的價值創造、生產、交換與累積之基

本邏輯。 
以生命為價值創造的標的，並透過生命相關之生產活動來形成使用與交換價

值，即如前述背景所述，是不同於過往資本主義經濟運作邏輯的現象，既有的知識

並不足以用來充分描述與解釋，並且因此等現象產生之資本累積效果，也有待進一

步理解。這些方面的基本運作邏輯，當對於新興之經濟社會形貌有相當重要之意義，

而有賴本專題研究計畫之投入。 
 
(2) 為了發展出一種可以判斷與評估生命經濟發展現象與程度，並進行相關比較研

究時可操作之工具。 
 生命經濟若為各國政府推動經濟發展的重要途徑，其當有賴更確切可以描述、

評估甚至解釋其中基本運作及效果的工具。而且，在愈加開放的全球經濟中，得以

掌握這方面的整體性現象與發展程度的能力就愈加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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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為了反省檢討當前推動生技產業發展之理念與作法，並更真切掌握未來相關生

命科學與生物技術商品化之趨勢 
 當各國包括台灣都把生命經濟當成重要的發展課題來對待，生命經濟相關知識

不足之處就顯得更為明顯。台灣推動生技產業已經超過三十年，但是一直以來還是

找不到頭緒，也沒有具體的成果，反而在許多的紛擾之間，浪費了龐大的社會與經

濟資源。這些攸關政策制訂與國家社會整體資源配置的研究，應當不亞於生命科學

與生物技術的知識發展，甚至有過之而無不及。 
 

(4) 為了貢獻於生命價值、生命經濟與生命政治等之本於社會學，但亦得以整合其

他學科領域之知識進展 
回到社會學本身的知識發展，本專題研究計畫亦希望能夠在跨領域及新興議題方面

有積極的貢獻。生命經濟不僅牽涉到經濟學與社會學，也牽涉到科技、法律、倫理

與社會的關係。尤其晚近在科技與社會研究領域，對於新興的價值議題(如 Sismondo, 
2004)，也超越既有社會學討論的範疇，有值得社會學本位進一步之檢討。另外，就

社會學本身，經濟社會學、組織社會學、醫療與健康社會學等次領域也得因本研究

有更進一步交流與擴張之可能性。 
 

為了達到以上目的，本計畫將承繼先前對疫苗的供應、採用與使用的三維研究

（如圖 1 所示），在既有的基礎上，以更為紮實的作法，持續深入研究生命經濟與生

命資本的相關議題。由於生命資本的討論到目前為止，都還只是零碎的概念，甚至

在價值的意義上還有相互不同的解讀方式，距離完整自我一致的理論陳述尚有值得

努力的一段路要走。為此，本研究將從理論的耙梳出發，繼而進入到實踐的層次，

發展出能夠具體分析生命資本的工具，最後再進行較為客觀的綜合比較，以建立可

以進行批判的實證基礎。故而主題也就會是從生命經濟的現象與理論興起

(emergence) 開 始 分 析 ， 藉 由 討 論 生 命 資 本 的 建 構 (construction) 與 積 累

(accumulation)，再連結到生命資本的流通(circulation)與分配(distribution)。 
 
計畫二：全球在地化的疫苗產業策略分析 
(此計畫正申請中，期待能持續發展出實務運用的知識) 
 

疫苗技術開發是為了達成「落實保健防疫整備，免除疾病威脅」（國家社會安全）

與「發展醫藥衛生科技」（科學技術知識進展）之策略目標，但此等目標與「疫苗研

發成果商品化、產業化」（產業經濟發展）未必相符，甚至在價值上是有所衝突的。

即以國內指標性的國光疫苗公司為例，在 H1N1 疫苗事件後，透過法規與認證的過

程，似已開始向國際市場發展，而此同時，乃將過往供應國內百分之百的日本腦炎

疫苗生產線廢除。在追求疫苗經濟市場的過程中，似必須與傳統疫苗的供應有所切

割。實則自 1990 年代以來，全球疫苗市場已明顯發展出雙元結構。一方面，在新興

疫苗的發展上，透過跨國疫苗公司的積極投入，技術與市場的目標的追求或者可以

並行，但卻可能失去國家社會安全目標。另一方面，受到國家政府支持的疫苗技術

研究計畫，或者可以兼顧技術發展與社會需要，卻難以實現產業經濟發展之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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類似的狀況也在過往許多有關疫苗產業化的研究上看到，一類是先進國家對於在尖

端位置上的技術，如何推動其進入實用的範疇，而開拓新的疫苗市場(如 Galambos & 
Sewell, 1997; Chen, 2005; Smith et al., 2011)。另一類則是從全球防疫之需要，提出如

何有效發展出解決發展中國家所面臨的迫切疾病問題(Kremer, 2001; Archibugi & 
Bizzarri, 2004; Rappuoli & Aderem, 2011)。但這些研究都跳過新興發展起來的國家，

如台灣和韓國，而未能給予這些國家的疫苗產業應有的重視。而對於台灣和韓國，

較多的研究仍是在社會中如何引入並採用既有的疫苗(Mahoney & Maynard, 1999; 
Munira & Fritzen, 2007)。 

 
另外，在技術產業化的分析上，過往多從技術特性來區分(如 Hilleman, 2000; 

Nabel, 2013)，卻未能考量到技術與社會的緊密關聯性。除了疫苗的社會效益可以決

定是否被使用(Kim, 2011)，在地的網絡也可能會形塑苗產業的發展(Blume, 2005)，
而個別技術與疾病的關係，乃至於疾病的社會屬性（例如過去 TB 稱為 white plague，
對照於今日癌症稱為萬病之王），亦會影響到人們如何看待預防這些疾病的疫苗。晚

近的觀察已指出人們對疫苗的信任不全來自科學證據(Heidi et al., 2011)，也開始瞭

解到社會對疫苗的接受是一種複雜的態度，是結合科技與社會的諸般因素(Colgrove, 
2006; Moxon & Siegrist, 2011)。這些趨勢都指向一個更具有社會關懷的疫苗技術發

展方向。 
 
本研究是建立在計畫主持人長期的疫苗社會學研究基礎上，包括理解台灣在疫

苗政治治理與經濟發展的分歧現象，以及路徑依賴下台灣疫苗採用的獨特屬性，轉

而朝具有產業意義的方向進一步開展，一方面可以連接晚近國外對於未來疫苗發展

的期待，另一方面也得以針砭國內既有發展策略，並將前瞻技術的發展提升到更有

社會關懷的高度。因此，對於連結技術與社會，從概念到產業化，本研究都有相當

重要的意義與價值。 
 
本研究計畫預定完成描述性(descriptive)、詮釋性(interpretative)、以及規範性

(normative)三方面的研究工作。 
(1)描述性：個案研究是主要的研究方法。 
(2)詮釋性：跨國比較暨個案的後設分析是的主要研究方法。 
(3)規範性：將對疫苗技術與產業在台灣的發展性進行情境分析(scenario analysis)。 
 

在描述性與詮釋性的研究方面，本研究側重兩方面的分析資料做為產業建

構之基礎。一方面是異質網絡分析，另一方面是行動分析。過往同質網絡分析

著重討論行動者之間相對結構性的條件，例如資訊交換連結的網絡、學術網絡、

商品交易網絡等，其中或有偏向常設制度性的連結關係，或有情境性的偶發

(contingent)網絡。異質網絡分析卻非以結構性的社會網絡為分析對象，而是透過

對議題的共同旨趣形成網絡，是以行動者的意圖與表現形成網絡。這種分析尤

著重以權力關係圖像之建立。同質網絡可以作為異質網絡討論的基礎。在行動

分析方面，主要在釐清行動者對特定事件的因應序列，也就是分析在某一特定

議題下，相關行動者的策略與行動之間有何時序或因果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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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初步資料之分析，台灣、韓國和法國的疫苗產業治理結構大致有如以下圖

像： 

 

國別 治理圖像 解釋 

法 

國 
 

法國疫苗產業的事業活動與歐盟及法國政

府互動緊密，企業若有新疫苗，其推動是透

過歐盟層級的審核機制，再由法國政府落實

到防疫政策中。 

韓 

國 
 

韓國本地疫苗廠多為財閥下轄的子公司，其

一方面透過與跨國疫苗公司取得技術奧

援，另一方面也透過國際組織施壓於韓國政

府，使得法規條件可以同步推展。 

台 

灣 

 

台灣較成熟疫苗廠商僅國光一家，大部分國

內所需新興疫苗都仰賴進口，跨國疫苗公司

也是政府連結到國際技術的重要管道。 

 
上表粗略地呈現出三個國家的在地網絡與國際連結關係，也表達出其間的權力

相對位置，是後續進行深入訪談與進行異質網絡及行動分析的基礎。配合第 1 頁圖

1 的三維市場模型，一種在地產業的圖像就昭然若揭，值得進一步去釐清行動者彼

此之間的關係，並據此提出可行的策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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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地研究報告一 
 
一、國外研究過程  
 
（一）背景說明 

原計畫書中的移地研究是以兩年為期的設計，但計畫核准後僅剩一年的期程

與資源，因此，在實際執行的可能性考量下，將移地研究的工作重新設計。另外，

為了配合在台灣學期間上課與韓國當地的上班情況，移地研究的期程以分兩期方

式進行。第一次為2013年1月中旬到2月上旬，主要以建立在地專家網絡圖像為研

究目標。第二次為7月中旬到8月，是以產業與政策為重點。本報告以第一次移地

研究為主。 

 
（二）研究過程 

 此次韓國移地研究的過程可以分三個階段來說明。第一個階段是準備期，約

莫為期一週，主要工作是為後續的資料蒐集及參訪做預備，並且建立進入田野的

後勤基礎。第二階段是以靜態資料蒐集為主，大部分的次級資料及文獻都在此一

階段完成。第三階段是實地參訪與訪談。以下分階段說明。 

 
1.第一階段 

 初抵韓國之後，首先進行住宿與交通的安排，預定是以二十多天的停留，故

選擇以日租的公寓式集體套房為標的。這類的住宿點在首爾國立大學附近有不

少，選擇比較多，交通也比較方便。此次停留也就選在地鐵首爾大學入口站附近

的一家公寓。另外，為因應資料查詢與參訪的頻繁交通需求，也購置了地鐵交通

卡，這種卡片除了在大首爾地區可以用，到外省也通行，例如到清州搭公車也能

刷這張卡上下車。 

 
2.第二階段 

 此一階段的主要工作在位於江南瑞草區的國立中央圖書館進行。中央圖書館

收藏有相當豐富的文字與媒體資料，也是便利資訊連結的工作場所。有部分的資

料不在館中，但可透過連線知道所在之處，可以進一步向外搜尋。因此，除了中

央圖書館，幾個大學圖書館以及大型書店也都是資料蒐集的重要來源。 

 
3.第三階段 

 移地研究的重頭戲是參訪與訪談。此一階段與第二階段有相當程度的時間重

疊。因參訪的機構與對象不限定在首爾地區，有幾次研究必須當日來回外省與首



爾之間。其中尤以位於中部的五松生技園區是主要參訪地區。 

 

 

 

 

 

 

 

左上圖：首爾國立大學校園內積雪難行   右圖：首爾國立大學圖書館前廣場 

左下圖：位於首爾國立大學外圍創新園區的國際疫苗研究中心（IVI） 

 

 
左圖：五松生技園區內保健福祉部大樓  右圖：五松高鐵(KTX)車站月台 

 
2010 年底，包括韓國疾病管制本部、食品醫藥安全廳、國家健康研究院等

幾個攸關人民「生命」治理的主管機構都遷移集中於五松生命科學園區。這個生

命科學園區的地理位置甚奧妙，剛好在韓國新都世宗市的旁邊，離韓國的科學重

鎮大田也不遠。 

 
五松原就是規劃中首爾往釜山之京釜線高鐵中的一站，而規劃中的湖南線



高鐵也以五松為交叉站，延伸至木浦（목포），經大田、益山、光州等城市。 

 
圖：五松生命科學園區位置圖 

 
由於是在新興規劃的地區設置的辦公行政中心，KCDC 和 KFDA 的行政大

樓外觀十分新穎氣派，而且放眼四周，仍有相當可發展的區域潛力。但仍有一些

問題。首先是交通。每天只有早晚各一班公車往返五松和首爾。倒是高鐵班次尚

稱頻繁。但高鐵五松站與生命科學園區仍有一段距離必須搭乘計程車才能到。其

次，行政大樓外部雖稱氣派，但內部辦公室設置相當擁擠。KFDA 的人員上千人，

大部份都集中在五松的兩棟大樓內，也因此顯得有點密度過高。而且辦公區真的

太過緊密，走道間也頗有壓迫感，對於辦公行政人員而言，未必是好的設計。 

由於我在首爾的居住地是在江南地區，搭乘高鐵並不方便，故而選擇以國道巴

士（고속버스）為前往五松的工具。且因一日僅有二班車往返，仍不直接搭此

二班車，而改以先搭到清州（청주），大約每二十分鐘就有一班車，再從清州

搭地區公車到 KFDA 大門口，車程總共大約二小時（不含等公車的時間）。 

 
 除了五松，在首爾地區有國際疫苗研究中心(IVI)，是由世界衛生組織與韓國

政府合辦的國際研究機構。IVI 的主要研究人員來自世界各地，但支援的人力由

韓國當地人員擔任。IVI 所在之處是首爾國立大學外圍的創新園區，與首爾大學

及地方科研機構有相當程度的互動。若干 IVI 的研究人員也可以在首爾國立大學

內開課。此次訪談的對象是負責轉譯醫學的 IVI 副院長。 

 
 另外，因計畫主持人地處首爾江南之便，計畫主持人也藉機前往各種醫療院

所參觀，特別是針對小兒專門的醫療機構，包括三星醫院的兒童醫院部、江南地



區著名的兒童診所，以及提供傳統醫療的韓醫院等。透過實際的觀察，也瞭解到

韓國在生命治理上的日常現象脈絡。 

 
左圖：三星醫院的兒童科候診室     右圖：江南 Bestian 兒童診所掛號繳費櫃臺 

 

 

左圖：江南 Bestian 兒童診所診間入口  右圖：江南區韓醫院掛號繳費櫃臺 

 



二、研究成果與心得 

 
 此次移地研究的具體成果之一，是一篇發表於韓國疫苗學會官方期刊的學術

論文，研究成果主要內容如結案報告書所列。該份論文主要在比較韓國與台灣的

防疫與疫苗採用制度差異，特別是從 B 型肝炎疫苗以降的狀態。該文經由包括

韓國本地的疫苗專家匿名審查通過，並獲刊登，可見所採之資料與所論之事皆得

以被在地專家接受。除這份論文之外，另有其他收穫，正待進一步整理分析包括： 

1.韓國的疫苗採用制度變革。這部份主要來自於檔案文獻及訪談所得。 

2.韓國疫苗產業的發展情況。資料同上。 

3.韓國的生命經濟。資料主要為參訪與訪談所得。 

 
    根據受訪的車聖昊教授指出，韓國的疫苗接種歷史大致可分為三個階段：李

氏朝鮮（1392-1910）、日本殖民（1910-1945）、以及戰後迄今。這三階段的劃分

某種程度，也代表韓國在疫苗採用上的「自主性」及「進步性」。尤其特別定義

李氏朝鮮的其間，是為了凸顯當時的韓國學者引入牛痘的進步精神。但真正與現

代疫苗採用有關的現象，實應設定在 1945 年以後，伴隨著南韓的經濟成長而來

的疫苗制度發展，是最重要的一個階段。南韓的疫苗採用歷程相較於台灣，都呈

現較晚的現象。有幾個指標可以提供參考：○1 疫苗如 JE、polio 和 HBV 等引進

的時間與台灣相近，但台灣的大規模接種甚早（可將原 polio 的圖進一步修正）；

○2 HBV 疫苗自製的推動，在台灣更早；○3 特別是 HBV 的計畫（同時也比較 JE），

台灣甚早就有大規模試驗的成果。雖然有這些現象，但韓國在 90 年代以後的發

展卻也不遜色。尤其在 2000 年以後，一連串的制度調整，有後來居上之態勢。 

 
    韓國的防疫體系在疫苗採用方面曾經相當混亂。政府防疫工作分散在不同的

行政部門，兒科學會也編纂預防接種指南。疫苗的使用狀態並沒有穩定明確的規

範與管理。制度的成形應該在 1990 年代以後，也就是專家團體開始形成制度之

際。後續關於制度發展的比較討論，即如工作手冊所記載。 

 
    這裡附帶要說明韓國專業團體的型態，與台灣有些比較。首先是兒科學會，

其下設有各種次專業委員會，而這些專業委員，有可能也因此在某個與兒科學會

同等級的學會中，如感染學會。這些學會中的活動也表現出與台灣不同的樣貌。

韓國的醫學院數較台灣多，每年訓練的醫師數目也較台灣多！ 

 



 
圖：關於疫苗制度的文獻 

 
韓國醫學社群的組態是另一個值得探討的課題。在西方醫學於十九世紀末經

由日本設立帝國醫學院而引入韓國之後，韓國社會亦經歷許多的制度變遷。一九

〇 〇七 年代的醫學院大約只有十所，到一九九 年代倍增到三十所， 〇〇〇二 年以

後更增到四十一所，每年培育超過三千名醫師。醫學院的擴增也改變了醫學社群

的基本組態。韓國的醫師學會活躍程度頗高，而且各次專業的主體性也很強。因

此除了小兒醫學會，其下之感染兒科學會也有獨立的運作機制，小兒醫學會設有

感染委員會，負責起草預防接種指南。而感染委員會即主要由感染兒科學會之核

心成員組成。此外，就預防接種專業而言，感染內科醫師也相當積極。故另有感

染醫學會的組織，跨過兒科及其他專科醫師學會之間。 

 
在學術社群中，尤其在晚近的發展中，可以看到個別醫學院的分散狀態。各

醫學院的師資除來自較早設立的如首爾大學醫學院，大多為本校畢業生為立幹，

而有各自為政的現象。從各校的師資狀況可見一斑。 

 
醫師數量的增加並沒有因此強化醫師對議題的論述權力，反而因為資源稀釋

而易於被個別攻破。學會一方面成為官方可以操控的管道，另一方面也讓藥廠可

以在其中傳播商品訊息。更進一步而言，韓國醫學社群的位階受到相當之弱化。

韓國健康（保健）福利部的部長事由專業公務或政治人擔任，而且不是醫學背景。

這與台灣的狀況差異很大。但疾管局是例外。這個部門是用因應 SARS 而設立，

故由醫學背景的公務員擔任長官。因以非醫學背景者主事，對醫療事務的用心較



難深入。由保健福祉部而來的命令（或指令）直接要求醫師們回應。某種程度而

言，此乃形成一種不對等的權力關係。 

 
醫學院教育在韓國經過一段擴張期，也帶來新的氣象。但也同樣使醫學的光

環漸失色彩。在許多場合中，醫師的發言權並不如預期中之顯著，而且往往流為

背書的角色，未必能真正對專業知識進行有效的論述。 

 
目前已經可以分析的韓國資料包括： 

1. 醫學院概況 

2. 醫學會關係 

3. 與疫苗相關的機構組織關係 

4. 疫苗自產狀況以及對法規的影響 

5. 防疫主管機關的變遷 

6. 疫苗決策的改況及權力關係 

7. 財閥經濟與發展型國家 

 

 
左圖：韓國醫藥產業相關出版品  右圖：韓國醫療衛生政策相關研究報告 

 

 
圖：韓國疾病管制署推動預防接種的宣傳品 



 
 韓國的發展背景與台灣相近，但許多的政策理念卻相當不同，社會結構樣貌

也與台灣有巨大的差異。醫療保健制度是與人民日常生活息息相關的一環，但從

其中亦看出台韓顯著的不同。 

 

三、建議 
 
1.在研究進行方面 

 韓國田野的進入並不是困難之事，事前的準備與研究期間的誠心投入，並且

透過知識的交流分享，都有可能發現意想不到的收穫。 

 
2.在資源提供方面 

 韓國的物價生活水準已經超過台灣許多，有限的資源能夠推動的成果也是有

限。期待能有更多的資源來支持相關的移地研究。 

 
3.在研究主題方面 

韓國積極推動疫苗產業，也透過政策予以支持。這方面的作為卻沒有在台灣

發生。然而，疫苗產業應該如何而行，是否如韓國一般集中資源於少數企業，並

由政府強勢主導才可以興起，其實未必是台灣可以仿效之途。另外，不同的疫苗

牽涉到不同的合理性，並不能一概論之。透過此次移地研究所見，更加清楚發現

在相同的背景之下，台韓有極大的差異，必須更謹慎釐清所持策略背後的深刻脈

絡。 

 



移地研究報告二 
 
一、背景 

由於專題計畫原先以三年設計，安排在 2012 年 8 月、2013 年 7 月、及 2014
年 1 月有三次韓國移地研究，但因最終核准的經費僅足夠一次前往田野進行研

究，考量實際需要，將資源集中於 2013 年 1 月到 2 月，也就是移地研究報告一

所揭露的部份。另因實際需要，也因應原本計畫所規劃在計畫第二年有兩次移地

研究，計畫主持人乃於 2013 年 7 月自費前往韓國進行一個月的移地研究，雖屬

自費，但因計畫書中有提及，仍提出此一報告。 
 
二、研究過程 

此次移地研究的重點在於產業與政策網絡的關係，透過第一次移地研究所建

立起來的在地連結關係，進一步深入到政府部門與產業界進行訪談。主要接觸訪

談的對象包括有韓國保健福祉部疾病管制署(KCDC)的重要官員、韓國疫苗生產

領先企業綠十字公司的副總，以及高等科學院的主任研究人員等，對於官、產、

研的互動關係有更進一步的認識。 
 

 
圖：若干受訪人士名片 

 
當然，研究的進行並非都非常順利。不同於前一次移地研究的嚴寒氣候，盛

夏的韓國卻是相當乾熱，交通遷徙有另一種不同的辛苦感。另外，在七月中下旬

有全韓國的休假週，部份研究工作也受到受訪者休假的影響。為此，有部份機構

連續拜訪兩次以上，例如位於龍仁的綠十字公司總部（如下圖），是雖然離首爾

不遠，但是交通並不是很方便，必須搭乘地鐵再轉乘公車，而且公車班次甚少。

但能夠順利訪得該公司的技術副總，也是相當值得。 
 



 

圖：位於龍仁的綠十字公司，樹後建築物為其研發中心 
 
 在一個多月的行程中，另外一大部分的工作主要延續前一次移地研究，透過

前期已經準備好的交通票券與圖書館閱覽證（如圖），持續在次級資料以及文獻

部份深入發掘。 
 

 
上：首爾地區的「悠遊卡」 
下：國立中央圖書館長期閱覽借書證 

 
三、研究成果 
 此次移地研究收穫豐富，除了計畫主持人擴展了與在地疫苗社群的連結關

係，也初步完成對韓國疫苗供應與採用體系的網絡圖像，部份成果並且已經整理



於「全球技術與地方社會」(Global Technology and Local Society: Paths for Korea 
and Taiwan to a Bioeconomy)一文發表於工作坊，並整理投稿中。 
 
四、建議 
 韓國的生醫相關產業與制度是一個可以持續發展的田野，一方面其所處情境

與台灣相近，另一方面也是在議題上有時代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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