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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文獻探討與研究問題 

 

病痛與治療是一座象徵性的橋樑，連接了身體、自我與社會。透過這個

網絡，不但連結起生理過程、意義與關係，也使社會世界與內在經驗得

以串聯起來。 

                        （A. Kleinman,1988, p.xiii） 

 

「空中藥房」場域在本土社會的文化及賣藥電台廣播生態脈絡下孕育而生，

閱聽眾在其中進行著各種醫藥消費實踐。本研究關注的是，由於台灣地區存在多

元醫療體系，包括西醫、中醫、民俗醫療等，可選擇的醫療方式相當多樣化，閱

聽眾在眾多醫療方式中，為何選用向廣播電台或電台指定藥房買藥？而且這種現

象又何以持續達 50 年之久？可能的影響因素為何？從哪一種研究取向切入較為

適合？以下檢視國內外相關文獻，期能從中得到啟發，並希望提出一可補過去研

究不足、且對於「空中藥房」所涵蓋的複雜權力關係及文化意義具有解釋力的理

論架構。 

本章首先檢視過去關於「空中藥房」現象的研究文獻，了解其中探討「空中

藥房」與民眾健康相關議題的不同角度及須補強之處；第二部份討論與常民的醫

藥消費實踐相關文獻，本研究採取與過去生物醫學模式或行為研究不同的切入

點，較偏重探討脈絡因素（包括日常生活脈絡及社會/文化結構）是如何影響消費

實踐的進行；第三部份則藉由 Bourdieu 實踐理論中所談及的慣習、場域、再生產

等概念，提供一較完整且動態的分析取徑，期冀有助於檢視促成「空中藥房」生

產、流通及消費過程持續發展的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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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節 檢視「空中藥房」相關研究 

廣播賣藥節目類型出現於台灣地區的時間已超過 50 年（洪瓊娟，1991），但

是以研究論文形式正式進行探討，卻是近十幾年才開始的。雖然篇數不多，不過

在討論「空中藥房」場域中有關民眾購藥及健康的現象部分時，切入角度卻是相

當多元的，包括行政機關的政策管理觀點、閱聽人詮釋的觀點、電台或節目經營

與銷售策略分析的觀點、電台或節目經營與銷售組織分析的觀點、以及檢視從外

部影響電台或節目體系的政治經濟結構等。 

曾任行政院新聞局副局長的洪瓊娟，於 1991 年發表首篇關於「空中藥房」

的專題研究報告，文中指出民眾因為「依賴媒體、醫藥常識不足、有諱疾忌醫的

毛病、加上對法令認知不足」，所以「上當受騙事件遂不斷上演」（洪瓊娟，1991: 

208）。值得注意的是，洪的研究並未直接訪談閱聽人，5也未交代與閱聽人有關的

資料來源，所以應是間接推論，而且推論中隱含民眾向電台購藥行為是「被動的」

（依賴媒體提供訊息）、「知識不足的」、「個人問題導向的」（諱疾忌醫）等預設。 

    洪文的論述反映長期以來行政主管機關的政策觀點，對於後續的行政主管機

關政策也產生一定的影響，但並未引發學術界對此現象的重視。時隔 10 年之後

才出現第二篇學術研究 — 王舜偉與孫彬訓（2000）針對南台灣廣播賣藥節目進

行探討，兩位作者彌補長期以來學術界忽視賣藥電台閱聽人的缺憾，透過不同方

式找尋廣播賣藥節目的閱聽眾6並進行深度訪談，結果發現閱聽眾買藥的動機是基

                                                 

5洪瓊娟（1991）敘述其研究方法與過程:「本專題之研究方法為蒐集文獻資料，訪問實地從事廣

播廣告之業者，作為撰寫本專題報告之依據，另並洽請廣播事業提供若干資料做佐證」(頁 176) 。 

6王舜偉與孫彬訓（2000）說明其尋找訪談閱聽眾方法有三，包括由主持人介紹、在指定藥房尋找

聽眾進行訪談以及在街頭尋訪樣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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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對節目的認同，也因此間接證實大眾媒體對民眾醫療消費的影響力。之後王舜

偉（2002）根據量化的閱聽人調查，發現經濟能力、教育程度及性別三個因素與

閱聽眾的購買藥品行為有關。 

    至於媒體如何影響民眾的醫療消費行為？蔡煌元（2004）將研究重點置於分

析賣藥電台的經營策略上，包括電台如何透過節目表現與廣告呈現促銷藥品，較

缺乏對閱聽人部份的理解，所以結論傾向複製主流論述中的刻板印象，如「政府

必須加強管制、聽眾的教育水準也必須提昇，才能促成電台轉型」（頁 96–97）。

林國新（2007）則從語藝策略分析角度切入，解釋主持人達成銷售目的之方式主

要有二：一是探索節目主持人的「健康說服」策略，包括專業背書、感性訴求、

理性訴求、恐懼訴求、提出證據、言語創意等策略；另一則是善用雙向傳播模式，

拉近與聽眾之間的關係。 

關於銷售藥品的組織部份，王舜偉（2002）詳細分析了「空中藥房」的銷售

體系中四大組織（廣播賣藥電台、廣播賣藥節目製作單位、指定藥房和藥廠）及

其相互關係。不過王也承認限於時間、人力、物力，未能探討從外部影響這個體

系的政治經濟結構，包括政府政策及管理、廣告主及其他媒體的競爭等。王文未

能處理到的政治經濟結構層面，從曾晨（2005）的研究可以獲得一些線索。後者

的研究結果發現，廣播媒體以播放中藥類型廣告違規數量最多，且不知名或非法

的廣播電台（一般稱為「地下電台」）是被託播的主要對象，不過所有合法電台

違規數量加起來的比例也高達了一半左右。曾晨針對上述現象，從違規醫藥廣告

問題的整體結構提出解釋：首先，經濟趨力是促成違規廣告與媒體合作的最大因

素；其次，在主管單位的法規執行上，不利因素包括衛生單位對於媒體機制的運

作不熟悉，加上與新聞局的行政合作上不密切，加上只有合法電台才有新聞局的

換照壓力；相對地，非法電台反而不受政策約束，因之也較缺乏對違規醫藥廣告

的守門意識。不過曾晨的研究還是未處理對行政機關及政策影響甚深的民意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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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因而也使之對於權力結構關係的詮釋仍有不足。 

     

小結 

於檢視過去以「空中藥房」為題或探討相關現象的論文後，筆者發現截至目

前為止，闗於「空中藥房」的論文提問方向和論述主要有二：首先是複製主流論

述長期以來一再質問的：為何聽眾這麼容易受騙？是否應加強取締賣藥電台違法

的廣告？以及如何對聽眾們加強教育及宣導？此提問方式最大的缺點在於不能

掌握較深層的消費文化結構及意義。 

另外，近來針對廣播賣藥節目的本土研究，雖然已慢慢朝向較深入地理解電

台營運生態與閱聽人特質的方向進行，但是仍有以下兩點至關重要的不足： 

    第一、都只處理了「空中藥房」現象中的某個零碎片段，包括： 

（一）研究的時間範圍是片斷的，傾向於是同時性研究而缺乏歷時性分析。例如

過去文獻多從 1993 年政府開始分階段開放廣播頻道的時點切入，不過「空

中藥房」之所以具有當前的特殊節目類型和內容，至少可以追溯到 1950

年代之前 — 當時的時代背景、文化特點所造成的影響，還是必須透過歷

史脈絡分析才能理解。另外，為何這個現象能持續發展、維持如此長的時

間而不墜？也需要更進一步了解場域中各種行動者如何參與再生產的動

態過程。 

（二）研究的對象是片面的，分別針對銷售端的電台、節目及藥商、藥房，消費

端的閱聽眾、購藥者，以及影響政策方向的主管機關。而非連結起這些關

鍵行動者，對其複雜的互動關係進行爬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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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由於時間點及對象的侷限，導致過去研究無法對「空中藥房」現象提供較

完整且動態的認識。 

    第二、之前的研究，認知旨趣傾向於停留在技術的認知，缺乏深度的詮釋及

批判。上述論文在談及閱聽眾醫療消費實踐時，只把焦點侷限於閱聽人和廣播節

目的互動情境，甚至更窄化在電台或節目的經營策略上，對於更關鍵影響閱聽眾

為何持續收聽及購買藥品的社會脈絡（閱聽眾的社經地位、社會人際關係及使用

其他醫療健康管道的經驗）、文化脈絡(閱聽眾關於醫療健康的知識體系、廣播所

用的語言及論述和閱聽眾文化背景之間的關係等)、政經結構（主管機關及民代對

電台的政策方向與執行），並未有太多的著墨，也未藉助醫療消費相關理論及研

究的觀點啟發。因此無以針對閱聽人醫療消費部分進行較深入的詮釋，更遑論對

現狀的批判及揭示隱藏於再生產過程中的權力關係了。 

    為突破過往研究的瓶頸，本研究意圖將閱聽眾收聽、參與節目及消費電台藥

品的行為，置入一個更大的社會文化脈絡中進行詮釋。以下本研究欲借助與醫藥

消費文化相關的理論及國內外研究成果，以提出一兼顧宏觀（「空中藥房」整體

實踐及影響此過程的社會⁄文化⁄政經結構及權力關係）與微觀（過程中購藥的閱聽

眾賦予其醫療消費實踐何種意義）兩種視角、更能詮釋及反思「空中藥房」整體

場域運作邏輯的理論分析架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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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購藥做為一種醫療消費文化 

如前所述，過去與「空中藥房」有關的學術論文，針對閱聽眾購買藥品部分

缺乏深度詮釋及批判，因此本研究以為，有必要提出一能兼顧宏觀與微觀的整合

性理論架構。 

其實不僅是購藥問題，包括其他在公共衛生領域常被討論的吸菸、飲酒、嚼

檳榔與是否使用保險套等「與健康有關的消費行為」，近來已有許多研究者開始

主張，這些消費（使用）行為不應再如傳統研究所認為的是「個人選擇」，而應

是「在社會/文化結構限制下的選擇」（郭淑珍、丁志音，2006；郭淑珍、丁志音，

2008；Lupton, 1994; Lupton, 1995; Hunt & Barker, 2001）。誠如公共衛生學者

Krieger（1994）對當前流行病學提出的批評 — 應突破過去忽略疾病社會性與群

體性的生物醫學模型，以避免使研究陷入太多瑣碎病因編織而成的因果解釋網路

（web of causation）中，反而無視於結網的「蜘蛛」（指的是社會/文化結構因素），

並把社會問題簡化成生物醫學與個人問題。因此，我們不能切割個人與社會結構

之間複雜交織的關係，必須將個人健康行為改置於一個更寬廣的社會/文化脈絡之

下檢視。 

因應認識論的丕變，研究取向也須隨之調整，醫療人類學家 Hunt 與 Barker

（2001）便主張在進行諸如酗酒或服用藥物等有關健康行為的研究時，最好能綜

合學門內甚至跨學門的各種不同洞見與研究途徑，以一個整合的解釋模式（unified 

modle）進行分析。例如 Hunt 與 Barker 便建議將這些服用性物質的生產、流通

及消費放在一起加以檢視，以追蹤物質的社會及文化發展過程，如此對微觀及鉅

觀層次交集的議題，有更寬廣及豐富的理解。 

而在眾多的消費理論中，以消費文化理論最能符合筆者研究關懷及提供 Hunt

等建議的整合整合模式，如社會學者 C. Lury（1996）所說，「消費文化」這個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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念與一般所理解的「消費」有一些差別，它使人們將注意力轉移到更廣義的「使

用」或「挪用」— 通常既是「消費」又是「生產」；既是「破壞」又是「生成」；

既是「解構」又是「建構」。7消費文化談的就是關於「生產」與「消費」或「再

次挪用」這一相關過程之循環的研究。消費文化中的消費也可以解讀為人們「根

據自己的目的、轉化物品」的方式。從這樣的途徑理解消費，大幅擴展消費的意

涵，不再只是把消費視為「生產過程的終結」而已。 

另外，消費文化研究也突顯了探討社會結構中有關經濟和物質商品或物體的

象徵意義之間相互關係的重要性。社會學者劉維公（2001）便清楚點出，消費文

化社會理論是以文化的角度切入，致力於探索消費與現代社會的關係，此一做法

使消費活動的研究論述，從經濟學注重市場與價格因素或是心理學的「刺激→反

應」行為模式中解放出來。所以將消費文化的概念及研究途徑應用於本研究的主

題 — 醫療消費實踐，便不再將消費侷限於「購買藥品行為」，會更靈活地注意

從製藥、賣藥到購藥之間的多重轉換關係及過程。同時，消費藥品蘊含的行動意

義與社會關係也會被更清楚地揭示出來，因為消費文化的理論觀點，特別著重由

消費與社會/文化因素之間互動關係來詮釋消費過程。 

    消費文化理論內含諸多因為時代轉變加上不同學科影響所導致的多元視

角，應用於醫療消費研究則有三個研究取向特別具影響力，對本研究也深具啟發

作用：第一、批判生產操弄消費的觀點，針對健康商品化問題進行討論；第二、

詮釋文化及社會關係結構如何建構消費的觀點，針對影響醫藥消費者抉擇問題進

行分析；第三、探索在醫療體系的權力關係中，消費者是處於被控制還是自控的、

                                                 

7 Lury（1996）舉了一個例子，準備家庭晚餐可以看成是解構，因為使用了從市場上交換回來的、

由他人提供的服務和商品；另一方面此為家庭成員提供新的物品和服務，所以又是一種建構工

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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順從的還是抗拒狀態的問題。以下即針對這三種觀點及相關文獻分析闡釋。 

壹、藥品、市場與文化 — 健康的商品化 

在「空中藥房」裏藥品的交易十分蓬勃，這與「健康商品化」（commodification 

of health）趨勢有密不可分的關係。所謂的「健康商品化」指的是使用愈來愈多

的醫療產品，以保持或維護健康之過程（許甘霖、王思欣，2006；Whyte, 2002）。

本研究探討的主題包括：賣藥電台如何透過促銷藥品的種種策略，使聽眾們購買

愈來愈多藥品用以維護自己的健康，正是「健康商品化」的現象。 

醫療人類學家 Nichter（1989）指出，環境及人為促銷因素會影響健康商品化

的程度。環境因素包括城市生活忙碌緊張、工作環境惡劣、貧民窟簡陋髒亂，加

上空氣污染等，直接增加人們對各種藥品的需求，並促進健康商品化的發展；人

為促銷因素指的是製藥廠商、賣藥商的各種行銷手法，加上在藥品廠商背後支持

的政治制定者及政策等，也會直接或間接地提升藥品銷量。由於本研究探討的重

點放在人為促銷因素，以下即針對製藥廠商、賣藥商、政治制定者相關文獻進行

討論。 

一、製藥廠商 

首先檢視製藥廠商因素。醫療人類學家 Tan 在菲律賓的研究發現，製藥商約

有四分之一的成本費用是用在行銷上，包括在電視、廣播或報刊的廣告，甚至藥

品的廣告總值，更勝過食品、香煙等商品（Tan, 1988, 1999; 轉引自 Whyte 等人, 

2002）。根據醫療政策管理學者 Lexchin（2001）的統計，加拿大光是在 1999 年，

藥商針對包括「柔沛」、「威而鋼」、「羅氏仙」及「耐煙盼」等四種藥品，廣告費

用就高達三億兩千五百萬美元。 

Whyte 等人（2002）指出，對製藥商而言最在意的就是利益，可是在廣告中

談的是藥的理想意象，例如醫療專業人員或父母親對患者的關懷。亦即治療與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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益是藥品的一體兩面，但製藥廠商卻將這兩者徹底分開，絕口不提利益，研究者

也的確很難掌握到製藥廠商想掩蓋的利益。8另外，廣告內容強調「藥品在維持健

康上是不可或缺的」，由於消費者沒有足夠的知識去測量藥理功效，因此藥品在

從是一種「毒」到「具有強大魔力」兩個極端之間，存在很大的論述空間。 

例如 Tan（1988, 1999; 轉引自 Whyte 等人, 2002）的研究發現，藥品廣告內

容經常強調安全、偏好誇大形容詞，卻幾乎不談副作用及服藥的禁忌。醫療人類

學家 Vuckovic 與 Nichter 研究美國的醫藥廣告，發現廣告中會鼓勵人們要求醫師

開處方時給予特定的藥品，如果醫師不能滿足要求就找別的醫師；廣告還會創造

一種風險意識，也就是鼓勵消費者購買藥品，用藥品來「管理病痛」，以降低風

險或預防風險的發生（Vuckovic & Nichter, 1997; 轉引自 Whyte 等人, 2002）。根

據醫療人類學家 Hardon（1991）在菲律賓的研究，醫藥業者的行銷和廣告手法，

賦予藥品特別的功效意象（如價格高或由先進國家實驗室研發、測試和製造的就

等於效果好、且保證藥品可以達到一定的效果）。醫療人類學家 Bode（1998, 2002）

針對印度三大藥廠的研究發現，藥廠的廣告會強調產品兼有傳統印度文化特質

（與生物醫學的藥品不同，天然無副作用）及高科技製造（在西方實驗室製造，

所以具有現代化研究的基礎），既保證效果又強調安全。 

除了廣告之外，前述 Whyte 等人（2002）的研究亦指出，製藥廠商的行銷手

法還包括藥品的命名藝術 — 藥名如果簡短好記、有吸引力，也比較容易銷售。

他們發現有同公司將同樣藥品予以不同命名，一注重命名，價格也訂得較高，另

一則使用普通名字，甚至不標示商標名稱，價格就低得多。這即是以藥名進行市

                                                 

8根據 Whyte 等人（2002）的研究，製藥者相關研究很少，因為除了研究者較難進入複雜高科技

的環境外，更重要的是，藥廠拒絕讓研究者進入觀察，主因包括沒有好處、且藥廠不想讓研究

者了解如賺錢策略、非正式且不合法的實踐、無法保證的宣稱、權力政治的折衝以及如何製造

迷思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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場區隔，符合不同消費者需求的手法。 

Lexchin（2001）則批判包括 Smith Kline Beecham 在內的一些大藥廠，先資

助醫藥相關研究，由醫學專家定義哪些是「不正常或疾病狀態」，並於研究報告

中導向藥物治療是最佳解決方案，接著再透過所屬公關公司召開研討會、記者

會、以及推出大量的廣告宣傳，企圖影響消費者的認知。 

上述學者分析的製藥廠商各項銷售藥品策略，都與建構藥品做為一象徵體系

有關，製藥商不但製造藥品，也製造藥品的意義圖象。這些意象被消費者所挪用，

轉化為消費行動，而且這些醫藥的符號價值還會召喚「有意義的反應」(meaning 

response)，例如消費者會認為傳統草藥，就不如那些昂貴的現代藥品那麼有效；

或是某些身體上的不舒服，就是必須服藥才能消除。因此許多藥品的功效，已不

純然是藥理問題，製藥商及消費者如何共同建構象徵意義，為研究者不可忽略的

切入點。以本研究探討的賣藥電台而言，有些電台自營藥廠或受藥廠委託製作節

目及廣告，其透過哪些策略賦予藥品種種意象，以影響消費者對藥品功效的認

知，即為本研究分析的重點之一。 

二、賣藥商 

    上述的建構藥品意義策略，主要影響消費者的認知層面，如欲促成消費行

為，還是必須考量購藥的便利程度。人類學家 Kopytoff（1986, p.69）即指出，健

康商品化過程的關鍵點為「普及化」（common）因素，亦即「是否能更自由地交

易」（to be saleble, or widely changeable）」。賣藥商為了銷售藥品，以許多手法增

進藥品的普及程度，例如非處方用藥就會比處方用藥的商品化程度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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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Van der Geest（2002, p. 87）在非洲 Kié-Ntem Province 地區的研究就發現，9即

使當地存在正式的醫療機構及管道，常民還是非常依賴非正式的藥品供應管道，

其理由都與便利性或普及性的考量有關，包括：（一）消費者可依據自己的經濟

狀況或自覺健康需求，購買所需的量；（二）和正式醫療管道相比，賣藥者直接

在當地市場中設置攤位，在地理上比較接近消費者；（三）銷售時間比較有彈性；

（四）社會距離較小，消費者可以比較商品並問問題。在非洲 Ebolowa10地區，

也發現常民可以在市場中買到許多不同種類的藥，其原因就是藥品就像一般商品

一樣，可以讓人們互相討論、公開檢視及容易取得。 

    另外，根據傳播學者徐美苓與公共衛生學者丁志音（2002）的調查研究，當

受訪民眾就診時，對醫師的要求以「尋求訊息」比例最高（包括要求解釋藥方副

作用 44.0%和解釋藥方成分 22.8%），其次是針劑（20.6%）和要求開立藥性較強

的處方（7.5%）。人類學者 Emily M . Ahern（1974）在台灣鄉村所做的研究，也

發現在 43 名受訪者中就有 40 位強調「了解病因」是就醫過程中很重要的部份。

此兩項台灣地區民眾醫療利用行為的研究，都說明了本土社會中常民相當重視解

釋病因或藥品的相關資訊。 

因此，對於藥商而言，提升購買藥品以及相關資訊管道的普及程度，讓消費

者享有更高的可近性（availability），都有可能促成進一步地健康商品化。如果常

民在比較正式與非正式的管道之後，發現非正式的管道比較能提供「自我醫療」

（self-mediation）的方便性，就可能向非正式醫療管道購買更多藥品。轉而檢視

本研究探討的「空中藥房」現象，筆者思考是否因為電台或電台指定藥房提供一

                                                 

9 Kié-Ntem Province 是赤道幾內亞共和國（Republic of Equatorial Guinea）的一省。 

10為喀麥隆共和國（Republic of Cameroon）的一個城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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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比醫院診所更方便的取得資訊和藥品管道，才使得許多聽眾選擇向電台或電台

指定藥房購藥，值得進一步探討。 

三、政策制定者 

Whyte 等人（2002）指出，醫療商品政策制定者的政策目標通常設定在「希

望更有效率及有效果地推廣公共衛生」，除限制在藥品上的公共支出，又能追求

最大的健康利益及符合公眾需要，這和藥商一味地想擴張市場的目標並不同。不

過因為一些干擾因素，使政策制定者反而促成健康商品化的程度。彙整相關研

究，可整理出以下兩項重要的干擾因素： 

第一、政策制定者和常民之間的落差 — 政策制定者最常利用專家知識，以

中性的科學語言重現政策目標。不過醫療人類學者 Craig（2000）在越南的研究

結果卻發現，地區性的常民醫療從想法（如對藥品的文化觀念）到實踐（如到哪

兒買藥、如何用藥）都與國家政策強調的有很大差異。這代表政策制定者不太能

掌握到常民言行的脈絡，也很少能對常民進行正確的評價或體察，因此在政策上

很難貼近常民的基本需求。醫療人類學家 Scheper-Hughes（1992）針對巴西貧民

所做的研究亦有類似發現，當地貧民在日常生活中必須面對諸如飢餓、窮困、暴

力及焦慮等問題，但這些健康威脅卻是被定義為醫療問題且需要藥品解決。所以

當地的醫療工作人員傾向於提供藥品給貧民，而非去解決更必要的生活環境改善

問題。Whyte 等人（2002）更明白點出，政治權力支持藥商推廣醫療商品的目的，

有時是希望被視為提供人民健康，但這樣的做法卻會使民眾忽略去認識及解決他

們問題的來源。 

    上述科學理論（如政策制定者或醫療專業工作者等專家，利用統計數據證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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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解釋特定現象）與常民理論11（如一般人對特定現象所做的解釋）之間的落差，

經常出現在探討常民為何實踐具風險性的健康相關行為研究中，如海洛因藥癮

（Furnham & Thompson, 1996）、騎乘摩扥車（Bellaby & Lawrenson, 2001）、皮膚

癌（Cameron, 2008）等，包括本研究探討閱聽人購買電台廣告藥的行為，也是屬

於相同性質的研究。 

    在探討常民為何實踐具風險性的健康相關行為研究中，研究者的確發現科學

論述和常民論述之間存在鴻溝。例如 Bellaby 與 Lawrenson（2001）在一項關於

騎摩托車的風險性研究中，發現就統計數據而言，騎摩托車的風險性的確很高，

官方的論述認為摩托車騎士不了解騎車的高風險性，所以做出非理性的行為。但

是另一方面，研究者訪談之後，也歸納出摩托車騎士提出的一些辯解，騎士們表

示並非不清楚騎車的高風險性，但是之所以繼續騎車，主要是根據以下三點理

由：騎車可以增加生活樂趣，所以不騎車是冒著浪費生命的風險；騎車不是所謂

的「危險活動」，騎車的風險主要來自外在的因素（如其他的用路人，包括汽車

駕駛或行人）；如果要克服騎車的風險問題，可發展規範開車或騎車的政策。 

第二、政策制定者和市場之間的落差 — Whyte 等人（2002）指出，因為政

策通常比較注意公共部門的醫療，加上製藥商和賣藥商的強力促銷手法，消費者

愈來愈容易利用非正式管道買到各式各樣的藥，結果就是政府政策既無心也很難

規範。例如醫療政策管理學者 Lexchin（1992）即發現第三世界國家對藥商行銷

                                                 

11 依據 Clark（2003）、Furnham 與 Thompson（1996）、Furnham 與 Cheng（2000），「常民」指

的是那些非醫療專家的人，常民持有的直覺性、常識性信念，常用以解釋他們對疾病的經驗和

為何如此反應，有時也會成為影響他人的論述。這些常民持有的信念、解釋、論述，常因人而

異，甚至同一個人會因不同情境而對同一事件提出不同論述，強調的不是系統性、一致性、可

驗證性或明確性，被研究者稱為「常民理論」（lay theories），並拿來與系統性、一致性、可驗

證性或明確性的「科學理論」做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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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的管制很鬆散，而且也允許藥商做一些未經證實的功效宣稱。 

如何彌補上述兩項落差？Whyte 等人（2002）針對健康政策目標與實際效果

出現落差的問題，建議政策制定者在發展改善民眾用藥的制策干預之前，最好先

了解民眾如何用藥、從哪兒取得藥品、用藥的想法等。也就是要更努力地讓消費

者發聲，依據地區使用者的實踐和利益去修正政策方向，如此才會比較容易能跨

越過政府政策與常民之間的鴻溝。Hsu, Hsieh, Huang 與 Wang（2007）也於一項

針對台灣地區常民關於身體、健康及醫療使用的論述研究中強調了解「常民理論」

的重要性，Hsu 等人指出，如果醫療專家和政府官員不了解常民理論中包含的醫

療信念、決策、實踐和社會/人際關係的影響，將無法進入常民充滿意義的生命世

界。 

以「空中藥房」現象為例，如果比對政策方向與常民需求，或可解釋政府在

制定政策方向前是否充分了解常民在何種背景脈絡下進行購藥行為？政策與常

民之間是否存在差距？以及這樣的差距是由於不理解常民、還是遭受其他行動者

（如民意代表、藥商）干預所致？ 

貳、消費藥品的抉擇 

多位學者都指出在台灣本土社會中並存著多元醫療體系，亦即常民的醫療行

為並不侷限於在西醫、中醫或民俗醫療中任何一種，而是彈性變換的、重疊利用

的使用樣態（Ahern, 1974; Kleinman, 1974；張珣，1989；徐美苓、丁志音，2004）。

而在這一個擁有多元醫療體系的台灣社會中，常民會面對多種醫藥選項，例如向

「空中藥房」購藥，也是本土社會的醫療方式選項之一。本研究關切的是，影響

常民醫療消費抉擇（包括向電台購藥）的原因及過程為何？除了前述的「廣告行

銷策略」、「普及與可近性」因素外，整理相關文獻後可以發現還包括：常民對健

康的焦慮程度、對醫療功效的信任度、比較不同醫療方式的效率、文化及社會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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係的建構等因素，都會影響常民選用藥品的實踐。 

常民對健康的焦慮程度部分，首先常民通常要自覺健康出了問題，才會傾向

於開始採取包括服藥在內的各種醫療方式。如人類學者林淑蓉（2006）探討精神

病患者在藥物治療的過程中如何理解並建構藥品、疾病和自我的關係。研究結果

顯示，精神醫療實踐注重使用藥物治療，而醫療團隊在實施藥物治療初期的重點

工作，則是利用象徵系統增進患者的病識感和引導患者養成服藥的習性，患者在

治療過程中內化建構於順服藥物上的表徵意涵，逐漸理解患病的事實和規律服藥

的必要性。上述研究成果啟發筆者檢視「空中藥房」場域中的電台和節目主持人，

採取何種建構策略，使消費者認知到自己或家人生病了，並且需要利用定期服用

藥品方式才能解決問題。 

其次，常民是否因為自覺健康不佳的嚴重程度，而決定使用不同的醫療服務

利用方式？如丁志音（2003）針對台灣成年民眾使用非西醫的補充與另類療法之

研究即發現，列為「健康需求」指標之一的「健康狀況」與利用另類療法、混合

多種類醫療行為之間關係緊密，隨著受訪者自覺健康狀況的負向程度遞增，幾乎

對所有非西醫的補充與另類療法樣式使用率呈現遞增，使用樣式和範疇的平均值

也遞增。Hardon（1991）在馬尼拉針對母親如何照顧學齡前孩子健康的研究，共

分析了 1411 個案。Hardon 描述當地的母親在孩子發生腹瀉、感冒（咳嗽、發燒）

等日常生活中經常出現的健康問題時，一開始，個案中有 40%的母親會選用以現

代藥品進行自我照護孩子的治療方式，只有少數會徵詢醫療專家的意見（10%）

或使用傳統醫療方法或藥品（10%）。如果初步的自我處理（買現代藥品加上混用

草藥汁）不能改善症狀，甚至孩子身體更加惡化（如發起高燒），才會去請求醫

生開處方。上述兩位學者的研究，說明常民面對自己或家人身體的病痛時，通常

不是以單一策略因應之，而是隨著自覺健康狀況的變化，會混用或換用多種醫療

方式。因此本研究欲進一步探討向「空中藥房」購藥是否也是消費者的多元醫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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利用選項之一？和其他選項及自覺健康狀況之間關係為何？ 

對醫療功效的信任度部分，Etkin（1994）指出，醫藥功效不只是生物醫學模

式所關切的藥理學的功效，安慰劑有時也能發生功效。藥品能起作用，是因伴隨

藥品的「文化及社會意義」形成一強大的符號價值體系，讓人們期待（且相信）

藥物功效，只要人們認為可透過藥品獲得健康，就會產生「有意義的反應」

（meaning response），促成更多的購藥行動。Helman（2000: 136）也認為醫藥對

個人所產生的效果不應窄化為藥本身的效果，包括服藥者、對提供藥品者的描

述、調配或管理這些藥的機制等因素，都會決定患者對醫藥效果的信心，並產生

「有意義的反應」。如前述 Scheper–Hughes（1992）針對巴西貧民所做的研究，

結果發現貧民面對生活中種種健康威脅的困境，不但當地的醫療工作人員傾向將

其定義為需要藥品解決，包括貧民的信念，也是將藥物當成工具，用以加強被社

會不公所損傷的身體。至於在非洲 Ebolowa 地區的市場中，則發現有個案相信抗

生素可以避免性病傳染，其購買是為了達到維護「性健康」的目的。 

比較不同醫療方式的效率部分，Hardon（1991）及 Nichter（1996）分別於菲

律賓及印度進行田野調查後，都肯定常民自有其判斷何者是最具效率醫療方式的

信念。常民經常相信自我照護比看醫生更有效率，而購買藥品又是最快的照顧健

康方法，尤其是既貧且病的窮人，負擔不起在家養病所帶來的經濟損失，所以自

行服用或注射藥劑，便成了最方便且最符合成本效應的「最佳方案」。另外於存

在多元醫療體系的非西方國家中，傳統療法與西方生物醫學治療模式之間不同的

辨證關係，也會影響常民對不同醫療體系的評價，例如前述 Bode（1998, 2002）

在印度的研究發現，藥品如強調具有傳統文化特質，即象徵著「天然無副作用」，

如宣傳重點為在西方實驗室製造，則與「高科技」和「效果」的意象連結在一起。 

文化及社會關係建構常民醫療模式的部份，誠如醫療人類學家 A. Kleinman

（1974, p.597）強調的觀念，一旦脫離文化背景脈絡，就無以了解地方醫療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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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為文化背景脈絡告訴我們關於：（一）地方醫療體系所在的社會及文化結構；

（二）此體系的認知、行為及制度結構；（三）決定此體系並作為此體系基礎的、

由文化建構之價值觀與符號意義。另外，也有學者提出，醫療體系是一個蘊涵著

文化價值的象徵體系，諸如人們對健康或疾病的定義，使用的病因解釋與藥物詞

彙等，都透露出民俗文化的信念與文化特質（張珣，1999；楊翎，2002）。Moerman

（1997, p.131）也提到，文化和社會關係因素影響常民對醫療的信念：（一）文化

建構常民對醫藥功效的期望，包括一開始對症狀的認知、接下來對病因、嚴重程

度、後續處理行動之預期結果等觀念，以及對功效的評估；（二）社會關係亦形

塑對醫藥功效的期望。 

先討論文化因素的建構，以丁志音（2003）的研究為例，結果顯示在台灣地

區非西醫的補充與另類療法，多源自於中國文化的專業療法（中醫）及民俗療法

（刮痧、拔罐、推拿等），已深植在文化傳統和民眾信念體系中，使用者並不具

備社會人口特質的分殊性，代表使用這些療法已經成為普遍現象。徐美苓與丁志

音（2004）、Ahern（1974）針對台灣醫療論述的研究，也都分析了中醫和西醫對

病因、療法的特殊解釋，已滲透入大眾文化中，與媒體報導內容、常民的醫療信

念和實踐都息息相關。 

此外，Moerman（1997）發現社會行動者不是永遠注意功效如何才進行藥品

的消費選擇，他們經常只是慣習性地實踐（habitual practice），比較不自覺地、也

比較不去關切功效。行動者會採取慣習性地實踐，是因為別人也是這樣做，所以

行動者本身也有了意義。這種固定的處理策略，其實是透過社會關係建構出的共

享符號體系之一部分。 

至於文化及社會關係如何建構常民醫療信念？Kleinman（1974）針對台灣地

區醫療文化的研究中指出，台灣地區的醫療科學形式與西方醫學模式不同。當西

方醫學模式進入本土社會之後，混合傳統醫學以及民俗與大眾日常生活的醫療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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識，呈現出一個不同於西方的多元醫療文化體系，此體系可再細分為專業醫療部

門（由西方醫學及中醫醫療工作人員組成）、民俗醫療部門（包括以草藥或接骨整

脊等方式從事醫療的工作人員）與大眾日常生活部門（包含社群成員，尤其是家

庭提供的各種醫療知識與方式）。常民們經常是以大眾日常生活部門的價值信念為

主，並用以選擇使用專業醫療或/及民俗部門所提供的服務。例如林淑蓉（2006）

的研究，很清楚地描述了專業醫療團隊和病人家屬在藥物治療過程中與精神病患

的互動關係，如何影響患者對疾病、藥物以及自己身為一個病人的理解與意義建

構。 

其實除了Kleinman 分析架構所說的三大部門之外，大眾傳播的影響力也不可

忽視，如傳播學者Lupton（1994）及徐美苓（2001）所指出的，大眾傳播一方面

是民眾醫療資訊主要的提供者、可增加民眾對疾病的認知，另一方面卻也建構了

許多刻板印象。包括前述的多位人類學家於非洲的喀麥隆、赤道幾內亞共和國、

東南亞的菲律賓及美國所做研究，都顯示醫藥業者透過傳媒行銷和廣告手法，賦

予病痛及藥品特別的意象與意義，而這些意象與意義被消費者所挪用，並透過社

會關係共享，最後轉化為消費行動。以Hardon（1991）在菲律賓的研究為例，她

針對常民的醫藥消費抉擇過程做了十分詳細的描述：當地許多母親在做家事時會

收聽當地的電台，廣播節目每個小時出現平均三至四個藥品廣告，通常藥品廣告

內容是從一個問題敘述開始，接著提供訊息（通常是「一錠治百病！」），之後出

現功效的再保證（「有效又安全」、「是醫生處方用藥」），最後利用最普遍的症狀當

例子加以說明。位於社區內的小雜貨店大多販售這些電台推薦的藥品，而社區成

員也通常都熟知這些廣告詞，對於一起聊天、使用同樣店舖及收聽同樣電台的人

們而言，分享這些廣告的共同意義，的確可以了解某一行動代表什麼意義的。因

此，自己或家人生病時，就會依據廣告的建議，到當地的小雜貨店去買藥。這即

是藥品的「文化與社會功效」。 



 
25

參、用藥與權力關係：他控 Vs.自控？順從 Vs.抗拒？ 

「空中藥房」的消費者經常被主流論述描述為無知且順從的，且擔心其成為

「過度醫療化」問題的受害者。所謂「醫療化」（medicalization），指涉的是醫療

價值不斷滲入社會各領域、將個人生活納入管理的過程；在此過程中，一些非醫

療問題的狀況或行為卻被被定義為醫療問題，並且認為需要醫療手段解決。而且在

醫療化的過程中，常用到如「生病」（illness）或「不適」（disorder）之類的論

述（Illich, 1976；張苙雲，1998；林文源，2001；郭俊偉，2004）。自 Illich 等提

出醫療化問題之後，許多醫療社會學或醫療人類學的學者都十分關切在消費及使

用藥物的過程中，存在何種不平等的權力關係？是否因為權力都掌握政策制定者

或醫療專業者的手中，而使醫療消費者或患者只能扮演被動順從的角色，而出現

種種醫療化的負面效果，如降低人們的自主性、使人們變成患者、並增加人們對

醫療專家和藥物的依賴？以下就相關文獻進行探討。 

Britten（1996）比較倫敦地區不同經濟地位者屈從於醫療化（medicalization）

程度，發現受訪者不論貧富，對醫療都有兩種不同的態度：正統（對醫師和醫師

處方藥持正面看法）和非正統（對醫師和醫師處方藥持懷疑看法）觀點。雖然持

正統觀點的人還是主流，但是持非正統觀點的人已慢慢地有增長的趨勢。Whyte

等人（2002, p.71）也從非洲地區的田野調查中發現，受到特定文化的影響，人們

抗拒藥物醫療的理由可細分成以下幾點：（一）相信藥是有危險性的，例如有毒

性、不好的副作用、是不自然的、或會削弱自體免疫力的；（二）格言的影響（如

「要對自己的生命負責」），所以拒絕被醫生或藥物控制；（三）認為現代西方的

生物醫學治療效果，比不上自然療法或本土的傳統療法。Whyte 等人指出，一旦

人們有了上述幾種信念，就會出現種種「非順從」（non-compliance）的行為，諸

如拒絕各種醫療、採行自然療法、選擇性拒絕某些西方醫學醫藥，或只採用本土

傳統療法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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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afkens（1997; 轉引自 Whyte 等人, 2002）的研究，檢視 50 位因罹患憂鬱

症長期服用百憂解的荷蘭婦女用藥過程，發現百憂解既是婦女用以達成自我管控

身體和生活的工具，也是社會控制的一環。前者如婦女會於用藥過程中自己決定

如何服藥或是否要停藥，尤其是有受訪者表示，當逐漸依賴百憂解而必須加重藥

量時，會感到失去自我控制，也因而決定自行停藥。後者如大多數的婦女一開始

通常是醫師建議以藥物解決精神疾病，且未告知藥物副作用情況下，她們才開始

服用百憂解。 

    林淑蓉（2006）的研究則指出，患者的病識感（認為自己生病了）、身體經

驗（服藥後的不適感）、對藥物副作用的擔心（擔憂吃久了會傷身或上癮）、對藥

物象徵意義的理解（藥物表徵疾病或吃藥才不會發病）等，都是影響患者順服或

抗拒藥物的因素。 

    Haafkens（1997）的研究一方面說明了藥品在醫病權力關係中發揮的雙重功

能，另一方面也讓我們了解到醫療過程中權力關係的複雜性。並非醫療專業者就

掌握絕對的權力，患者也可以利用藥品增加自我控制的力量，權力是在不同行動

者之間動態轉移的。另外，從 Britten（1996）、 Whyte 等人（2002）與林淑蓉（2006）

等學者的研究成果，或可支持民眾的醫療消費行為並非是那麼「非理性的」。他

們會對消費醫療的方式進行抉擇，而且也會有抗拒的情況。重要的是，這些研究

結果提醒我們不可忽略影響順從或抗拒行為的身體經驗、醫療文化信念與常民對

這些因素的理解、詮釋。 

 

小結 

為補強過去有關「空中藥房」的研究中，對聽眾的醫療消費行為缺乏完整而

深入的分析，本節從消費文化理論三個研究取向切入：第一、批判生產操弄消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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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觀點；第二、詮釋文化及社會關係結構如何建構消費的觀點；第三、探索在醫

療體系的權力關係，分別探討有哪些行動者以何種策略介入健康商品化過程、影

響醫藥消費者抉擇的因素為何、以及在消費過程中消費者的能動性等問題。這些

研究取向最大的特點為將個人健康行為改置於一個更寬廣的社會/文化脈絡之下

檢視，並點出個人與社會結構之間複雜交織的關係，有助於本研究建立一關於健

康行為的整合解釋模式。 

這部份文獻探討的結果顯示，首先是關於健康商品化問題，包括製藥商的廣

告及命名等策略、販售商的增進藥品普及性做法及政策制定者對健康問題的錯誤

定義，都可能提升地區健康商品化程度，並使常民更加依賴以購藥方式解決健康

問題。 

    其次是影響醫藥消費者抉擇的因素為何？文獻指出常民對健康的焦慮程

度、對醫療功效的信任度、比較不同醫療方式的效率、文化及社會關係對健康信

念的建構等因素，都會影響常民選用藥品的實踐，尤其是大眾媒體在文化建構部

分扮演極重要的告知和定義解決方法的功能。 

    最後則探討消費過程中消費者的能動性問題。相關研究發現，醫療過程中權

力是在不同行動者之間動態轉移，並非醫療專業者就掌握了絕對的權力，患者也

可以利用藥物增加自我控制的力量。另外，民眾也會出現抗拒醫療消費的情況。

重要的是，研究者不可忽略影響順從或抗拒行為的身體經驗、醫療文化信念，尤

其是常民對這些經驗和信念的理解與詮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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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醫療消費場域：實踐與再生產 

長期以來，「應加強對購藥者的健康宣導及教育」一直是針對「空中藥房」

現象的政策主軸，這隱含了「個人責備論」的思考模式。不同於將消費當成單純

的個人抉擇觀點，Hunt 與 Barker（2001）指出另一種思考方式 — 消費這些物

質在根本上具有社會性、關係性，也是主動的，而非私人的、孤立的或被動的，

是一種文化過程及符號的。這使得研究者可以在一個比較寬廣的脈絡下探索使用

者行為及社會認同。Hunt 與 Barker 的主張其實融合了主/客觀點，將購藥等健康

消費視為是在文化/社會結構下的個人實踐。 

傳播學者 Featherstone（1991）指出，採取社會/文化結構的觀點，是認為消

費邏輯與社會性的結構有關，從人們消費商品的活動，可以揭露出社會關係。劉

維公（2001）更點出此研究途徑的特色：「對消費者而言，消費不是想要促進產

業經濟發展也不是簡單的感官刺激反應，而是透過消費建構生活世界。…必須強

調的是，消費文化是在整體的脈絡（即鉅視的社會結構與微視的行動意義二者相

互作用的結果）下發展」（頁 7）。兩位學者看法都強調了個人消費的「社會性」

特質，購買商品與個人身處的社會網絡及相對位置關係密切。 

而在眾多從社會結構角度切入消費文化研究的學者中，Pierre Bourdieu 正是

少數能夠跳脫二元對立困境、且提供具洞察力和解釋力理論觀點的研究者。他以

慣習的實踐理論，解釋日常生活實踐現象（尤其是消費部分），是一個文化與社

會的生產與再生產過程，過程中主體受到制度結構制約，同時制度結構也會經過

主體詮釋轉換的過程。實踐理論連結客觀和主觀兩個層面，並加入歷史的及動態

的脈絡考量 — 能深入剖析現象又不失寬廣的視野。無怪乎許多社會科學研究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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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肯定 Bourdieu 提供了很好的理論及分析架構。12本研究也欲借重其理論中的概

念工具及理論架構，並配合本土及「空中藥房」現象特性進行修正，以發展出適

合本研究主軸 — 理解人們的醫療消費是如何依據生活風格建構生活世界，以及

批判場域中隱藏的不對等權力關係 — 的理論分析架構。 

壹、實踐的邏輯 

「空中藥房」的閱聽人因為認同電台節目的內容訴求，不但樂在其中，甚至

還有部分聽眾願意購買電台介紹的藥品。但是對主流論述而言，電台節目內容是

「低俗的」，閱聽人向電台買藥也是「荒謬的」（洪瓊娟，1991）。研究者如何解

釋常民和主流論述之間的鴻溝是如何產生？依據 Bourdieu 的觀點（1984），消費

是當代社會一項重要的日常生活實踐，消費也是各特定的身分團體建立社會區

別、展示品味的重要手段之一。主流論述固然是以自我品味當成判準，區分出高

下之別，而做為「空中藥房」忠實聽眾的行動者，也未嘗不是在透過收聽及消費

展現自己與主流論述之間的差異？以下即借用 Bourdieu 的實踐理論解析消費實

踐的過程。 

實踐涉及慣習、資本、場域等幾個關鍵概念，Bourdieu（1984, p.101）以下

列的公式簡明扼要地闡述這幾個關鍵概念之間的關連性： 

【（慣習 habitus）（資本 capital）】＋場域 field＝實踐 practice 

另外，Bourdieu 也討論到近來在消費研究中十分關注的「生活風格」概念。    

                                                 

12 例如 M. Featherstone（1991）即肯定 Bourdieu 的理論有助於解釋消費文化問題，原因在於「不

僅是針對源於大眾生產的績效或資本主義邏輯的需求動力而言，而且還就發現特殊群體、階層

或階級成員大都深深捲入符號生產，特別是對混合風尚與生活方式形成的影像與訊息生產而

言」（p. 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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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先個別探討 Bourdieu 對這些概念的定義及賦予的意涵： 

一、慣習（Habitus） 

Bourdieu（1990, p.53）對慣習的定義是： 

可持續的、可轉換的傾向系統，傾向於使被結構的結構（structured structures）

發揮具有結構能力的結構（structuring structures）的功能，也就是說，發揮

產生與組織實踐與表述的原理的作用，這些實踐與表述在客觀上能夠與其結

果相適應，但同時又不以有意識的目標謀畫為前提，也不以掌握達到這些目

標所必須的操作手段為前提。 

Bourdieu 描述「慣習」為「人們行動時通常會表現出的氣質、傾向與習性」；

慣習也是「實踐的啟動器」。當人們進入一特定的社會空間時，其慣習就會與這

特定領域進行互動，透過慣習的知覺與判斷系統，人們如果意識到一致性慣習，

就會展現出特定的行為模式。慣習也可以讓個體意識到自己與他人的社會地位相

對差異，從而建立起自己的社會空間和生活世界。Bourdieu 強調，所謂的慣習就

是以為，包括個人、主觀性都是社會的、集體的，慣習就是一種「社會化了的主

觀性」（Swartz, 1997）。 

不過慣習也非固定不變的，當接觸到新的情境時，還是必須因適應而產生差

異；在此，Bourdieu 賦予慣習「隨時間變動」及「策略」兩種特性。他認為即使

在規範的情境中，行為也包含了不確定性，而且通過時間而發生的行為，使得行

為的結果對於參與的行動者而言，很少是清晰明白的。即使是最儀式化的行為方

式，也在一定的程度上允許策略的存在，因為行動者是可以即興表演的。也因此，

行動者是否遵循規範，取決於他們的利益以及因利益判斷而產生的策略。 

綜合言之，慣習的意涵可分兩個層面去看：第一，兼具主觀與客觀特性。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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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的部分，是個體內在的知覺、評價和行動的分類模式構成的系統；客觀部分代

表社會與歷史文化的產物，會影響個體內在的知覺與判斷，它是客觀關係的系

統，也是社會制度的產物，但實現在事物中或是現實的機制中，它來自於社會制

度又寄居在身體之中。第二，慣習為一個開放的性情傾向系統，它具有時間性及

策略性的特質，既呈現一定的穩定性，亦能轉換成新的模式（Bourdieu & Wacquant, 

1992）。 

慣習概念應用於本研究時，促使筆者思考「空中藥房」中的各行動者擁有何

種慣習？這些慣習如何形成？與其在此場域中使用的各種行動策略有何關連

性？ 

二、場域（Field） 

Bourdieu（Bourdieu & Wacquant, 1992, p.97）定義「場域」為： 

在各種位置之間存在的客觀關係的一個網絡（network）或一個結構

（configuration）。正是在這些位置的存在、和它們強加於佔據特定位置的行

動者或機構之上的決定性因素之中，這些位置得到了客觀的界定，其根據是

這些位置在不同類型的權力（或資本）的分配結構中實際的和潛在的狀態 ― 

佔有這些權力，就意味著把持了在這一場域中悠關利害的專門利益的所得權 

― 以及它們與其他位置之間的客觀關係（包括支配關係、屈從關係、結構

上的對應關係等）。 

上述的定義顯示，場域概念串連起 Bourdieu 其他重要的概念，如資本、再生

產；同時，場域提供一種權力關係在內運作的空間結構觀念，超越過去社會科學

習用的如市場、機構（制度）等概念。 

Swartz（1997, pp.122-129）整理出 Bourdieu 所談到、作為所有場域共同特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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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四個結構原則：首先，場域是為了控制有價值的資源而進行鬥爭的領域；其次，

場域是由在資本的類型與數量的基礎上形成的統治地位與被統治地位所組成的

結構性空間；第三，場域把特定的鬥爭形式，加諸於行動者；第四，在很大的程

度上，場域是通過其內在發展機制加以構建的，並因而具有一定程度的相對於環

境的自主性。 

綜合言之，場域是構成整體社會的「次空間」，是由特定制度、功能規則而

建構的歷史性遊戲空間，行動者在這個空間裡利用自己的稟賦（慣習、資源），

與其他行動者進行累積資本的競爭。因此，場域體現關係網絡的概念，也是一種

進行權力分配的力場（a field of force）（Collins, 1988, p.204；轉引自邱天助，2002: 

120）。 

場域概念對於本研究的啟發為，促使筆者思考「空中藥房」場域的運作邏輯

為何？包括其中的各行動者，會因擁有的資本有何不同而各佔據哪些社會空間位

置？活動者的權力關係為何？ 

三、資本（Capital） 

Bourdieu（1983）在〈資本的形式〉（The Forms of Capital）文中，一開頭便

指出：「社會世界是累積的歷史」（The social world is accumulated history）；另外

於《反思的社會學》（An Invitation to Reflexive Sociology）一書中（Bourdieu & 

Wacquant, 1992, pp.118-119），也說明資本與實踐之間的密切關係： 

有關實踐經濟的總體科學，並不侷限於討論那些被認為是經濟的實踐形

式，但即使是這樣，也必須努力把握各種不同形式存在的資本，並揭示

調控不同形式資本之間相互兌換過程的原則。…要對社會中各種繁複多

樣的結構和動力做出解釋，不承認資本可以採取不同形式是不行的，例

如，面對不同國家社會，要解釋其中社會空間的形塑過程，就必須考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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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種資本在這其中的獨特形式。 

Bourdieu 指出，場域中的行動者持續的為佔有及累積特定資本而鬥爭，而先

前鬥爭獲取的資本往往決定下一次鬥爭的成敗；經由資本的轉換與輸送，影響歷

史性的不均衡資本分配結構，並透過一代與一代之間結構地延續下去。所以說資

本是建構場域的動力邏輯、也是鬥爭的標的，資本累積更是社會再生產的機制所

在（Bourdieu, 1983；轉引自邱天助，2002: 129）。 

    在 Bourdieu 的論述中，資本表現為三種基本的類型（每一類還可以進一步劃

分出層次更低的類型）— 經濟資本、文化資本和社會資本。除此，Bourdieu & 

Wacquant（1992）則認為還必須加上象徵資本：  

（一）經濟資本（Economic Capital） 

經濟資本是由生產因素（如土地、廠房、勞動力等）、經濟財產、各種收

入和經濟利益所組成。這些資本可以立即、直接的轉換為貨幣，而且以財產權的

形式獲得制度化的保障（Bourdieu, 1983）。 

（二）文化資本（Cultural Capital） 

Bourdieu 認為在高度分化的社會中，文化資本是某種形式的權力資本，他

的目的是想表明文化也可以變成一種權力資源。在 Bourdieu 的分析中，文化資本

應該叫做資訊資本（information capital），包括知識、語言、思考模式、行為習慣、

價值體系、生活風格或慣習（habitus）等組成的形式。 

若加以分類，文化資本主要是以三種不同的狀態存在：首先是「身體化」

（embodied）的形式，指涉一套培育而成的傾向；從兒童時期開始，個體的父母

親人或教師就開始透過教學方法，將一套具有文化差異的欣賞與理解框架內化至

個體心中，外顯於行為，例如當個體消費文化商品（音樂、藝術品）時，是透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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理解其意義的方式；其次，文化資本是以一種與物品相關的具體化（objectified）

形式存在的，比如書籍、藝術品、科學儀器，需要專門化文化能力的要求；第三，

文化資本是以制度化（institutionalized）的形式存在的，關於這一點，Bourdieu

指的是教育文憑制度，尤其是高等教育對於在職業市場中獲得理想位置的影響力

愈來愈大，所以高等教育已經創造出龐大的文憑市場，並對社會階級結構的再生

產方面具有決定性意義（Swartz, 1997, pp.75–77）。 

（三）社會資本（Social Capital） 

社會資本指某個個人或是群體、憑藉一個比較穩定、又在一定程度上制度

化的、相互交往彼此熟識的關係網、從而累積起來的資源的總和。個體擁有社會

資本，即可藉助於所佔據的社會關係網絡，掌握財富或其他資源（邱天助，2002, 

p.131；胡正光，2005）。 

（四）象徵資本（Symbolic Capital） 

在任何情況下，權力的實施都需要正當化與合法化，這種正當化與合法化

創造出對於權力的根本任意性的「誤認」（Bourdieu, 1989）。象徵資本是一種「不

被承認」的資本，它將潛在的利益關係偽裝為超功利的追求，它不被看作是權力

而是被看作是對承認、依從、忠誠或其他服務的合法要求。Bourdieu 主張，不僅

所有行為都是意義相關的，而且許多行為只有當他們的利益被誤認的時候才能成

功的實施。在高度分化的當代社會中，經濟資本向象徵資本轉化，通過這樣的轉

化，統治集團保護了公眾輿論對於統治活動的尊重。因此，象徵資本代表了一種

權力關係通過符號形式而合法化的方式。這是一種「集體信仰」（collective 

belief），一種「信任資本」（capital of trust），它既來自社會尊重也來自物質財富，

像物質資本一樣可以積累，在特定的條件與比率下也可以與物質資本進行交換，

各種資本形式之間的關係問題由於符號資本的概念而變得更加複雜（Swartz, 19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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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92）。 

    資本概念對於本研究的啟發為，促使筆者思考「空中藥房」中的各行動者各

擁有的哪些資本？資本之間的轉換情形？行動者如何利用資本進行權力運作？ 

四、生活風格（Life Style） 

    消費文化研究中經常使用到的生活風格觀念，也可以連結到實踐理論進行理

解。場域中的行動者既有的慣習會使他意識到與其他成員的差異，而這樣的差異

意識又會進一步促成慣習改變。而展現個人特質的生活風格，正是行動者感受自

己與他人不同的具體指標，也是行動者區分自己和他人的策略。透過慣習與場域

不停地動態互動，人們逐漸建立起消費生活世界。Bourdieu 於《區分：對品味判

斷的社會批判》（Distinction: A Social Critique of the Judgment of Taste）一書中便

清楚地標示出消費者的社會空間與生活風格之間的關係（參見圖 2–1：社會位置

空間及生活風格空間關係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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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1：社會位置空間及生活風格空間圖 

資源來源：譚立德譯（2007），《實踐理性：關於行為理論》，頁 7。北京：三聯書

店。（原書 Bourdieu, P. [1994],  Raisons pratiques. Sur la théorie de 

l'action. Paris: Éditions de l'École des hautes études en sciences social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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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urdieu 將社會空間分成兩個層面：其一是社會位置，涉及客觀的生活條件，

具有相同社會位置的個人會組成某一個社會階級；其二是生活風格空間，生活風

格指涉行動者在象徵體系中的外顯行為，個人和社會團體透過生活風格進行自我

區分及自我表演的方式，也是社會區分化的原則。而連結社會位置與生活風格的

就是慣習，因為慣息與家庭養成和個人所屬的階級位置息息相關，而且慣習深深

影響著人們的消費品味，不同的階級依賴消費來作為階級認同和區分差異的有效

工具，生活風格就是社會階層在象徵體系裡的外顯形式。Bourdieu 曾深入且詳細

地描述生活中舉凡用餐、服飾、社交、身材保養、運動項目、用詞遣字、身體語

言等項目，以豐富的經驗研究資料，將不同社會行動者或團體在生活風格的秀異

呈現出來（Bourdieu, 1994 / 譚立德譯，2007）。 

不過重要的是，Bourdieu 的企圖並不只在描述社會位置與生活風格之間的關

係，他揭示出當代權力鬥爭和正當化程序，已和日常生活生活風格以及生活品味

緊密相連，歷史上沒有一個社會能比現代社會更把政治和權力鬥爭，如此無孔不

入地滲透進日常生活領域之中，或是如此巧妙地喬裝成生活風格和品味的較量活

動，其中隱涵著複雜的階級與社會區分鬥爭。尤其是文化及社會的高度發展，加

上現代社會高度精密的科學技術和管理手段，使統治階級有能力讓社會大眾不知

不覺地在其消費和遊戲之中遭受職業生活之外的再度剝削及控制（Featherstone, 

1991; Swartz, 1997；劉維公，2000；高宣揚，2004；孫治本，2004）。 

上述觀點用於檢視如「空中藥房」這類的醫藥消費時，可探討藥品消費過程

中如何連結並建構藥品和生活風格之間的關係，以使消費者認為購買使用這些藥

品，是展現自己選擇的能力，提升個人生活品質，達成某種生活風格型態。以近

來在醫藥市場上一些大受消費者歡迎，包括治療肥胖問題的「羅氏仙」（orlistat）、

雄性禿的「柔沛」（finasteride）及社交焦慮症的「克憂果」（paroxetine）等所謂

「生活機能藥品」（lifestyle drugs）為例，包括醫療政策管理學者 Lexchin（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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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神治療學者 Young（2003）對這些「生活機能藥品」的定義、如何透過建構藥

品及生活風格概念提升銷售量、以及相對地引發哪些負面效果，提出以下的分析。 

被定義為「生活機能藥品」通常是基於兩種不同觀點：第一、是指用在介於

醫療定義及社會定義之間健康問題的藥物，例如「雄性禿」為醫學定義的名詞，

患者也面臨社會定義的「因影響外觀而導致心理壓力升高」問題，不過當男性面

對掉髮困擾時，通常不被建議在醫療體系中處理，所以患者購買「柔沛」這類被

廣告形容為「可提升生活品質」的藥品進行自我治療；第二、指那些用以治療因

為人們生活風格抉擇所導致的健康問題的藥品，例如吸菸會造成嚴重的健康問

題，但卻是吸菸者的生活風格選擇，因此用來幫助戒除菸癮的「耐煙盼」（zyban），

被定義為「生活機能藥品」（Lexchin, 2001）。 

結合生活風格概念的藥品極度暢銷，13卻也引起相當多的爭論（Lexchin, 1992, 

2001; Young, 2003），包括：第一、醫療定義「不正常」的界線不斷擴張，是否會

造成一同質化的社會？以「克憂果」為例，其針對的社交焦慮症問題，其實反映

了社會崇尚「外向特質」的規範，透過醫界定義，將「內向害羞」此一正常特質

也轉化為需要治療的不正常狀態，這與身型矮小的兒童就須施以生長激素治療，

傳遞社會在身高方面的歧視觀點有異曲同工之效；第二、是否這些被醫界定義為

「不正常」的狀態都須以藥品處理？還是以「克憂果」為例，研究發現認知行為

治療對社交焦慮症的短期效果與藥物治療一樣好，長期效果可能更好，但是如果

醫界如果強調藥物治療的優先性，會使患者更願意接受藥物，即使藥物都有其副

作用；第三、藥廠（商）是否對醫療定義及醫師開立處方部分施以不當的操弄？

                                                 

13根據 Lexchin（2001），治療肥胖問題的「羅氏仙」，1999 年於加拿大新上市的頭三個月，就創

造出高達 720 萬美元的業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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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製藥商已經是美加地區醫療研究的最大資助者，14並因此主導研究的方向（藥

物治療研究會比認知行為治療研究更容易取得贊助），加上附屬於藥商之公關公

司一系列操作 — 包括研討會、記者會、以及大量的廣告宣傳，15都影響消費者

對生活風格藥品的認知和需求，以為藥物治療是「唯一可行」或「代表自我選擇

生活風格」的方案，因此除了自己購買使用，也會促使醫師開立這些藥品；最後，

也是最令人擔心的，就是這些生活風格藥品在市場上的潛力無窮，是否會膨脹醫

療體系的預算支出，與對其他藥品的製造產生排擠效果？由於「生活機能藥品」

的利益龐大，藥廠也不斷開發新藥，但學者擔心，無限制供應的結果，是否也使

醫療支出持續膨脹。而且從另一方面來看，由於「生活機能藥品」的熱銷，導致

藥商對窮人易罹患疾病的相關藥品興趣缺缺，例如在 1998 年前的約 25 年間，美

國地區不曾推出關於治療結核病的新藥，更遑論於落後的非洲地區，已長期處於

缺乏基本藥品的狀態。 

上述「生活機能藥品」現象，除提供筆者思考目前「空中藥房」中販售的藥

品是否也以這類商品為多之外，更重要的還是提供檢視消費過程中權力關係的切

入點，誠如 Foucault（1992）所指出的，權力並非是壓制而是生產性的。當「理

想身體」的論述形成一個知識/權力的支配，透過不同管道散播著完美的身體意象

以及成功的改造典範，便形成了無形的自我監控機制，時時提醒著個人要低頭檢

視自己的身體，保養身體因而成了現代人永無止盡的戰役。例如 Lupton（1994）

談到公共衛生部門一直強調要控制及規範身體，以「維持身體處於能應付日常生

                                                 

14根據 Lexchin（2001），製藥商已經成為美加地區資助醫療研究最大的來源，例如 1998 年加拿大

的醫療研究總經費約 20 億美元其中有將近九億來自藥廠。 

 15根據 Lexchin（2001），光是 1999 年，藥商針對一般大眾，廣告包括「柔沛」、「威而鋼」、「羅氏

仙」及「耐煙盼」等四種生活風格藥品，費用就高達三億兩千五百萬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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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甚至展現最大效率的狀態。Featherstone（1991）也指出，身體的知覺在消費

文化中受到大眾媒體的訊息控制，媒體廣告提供了理想身體的論述，人們在不斷

的收訊中，找尋可供參考的身體藍本。這樣的身體觀結合著商品文化，便成為指

導消費的深層機制。人們購買能使自己的身體更「健康」、更具「性吸引力」（強

調更年輕、更美麗）的藥品、上健身房等實踐，都成為個體生活風格的一部分。 

貳、場域再生產 

過去一直存在著一個常識性的想法，即認為老人家的支持是「空中藥房」得

以持續經營的最主要原因。不過如果考慮到「空中藥房」現象已持續發展長達 50

年之久，其間即使不斷歷經老年聽眾凋零以及包括主管機關在內的主流論述打

壓，目前仍呈現蓬勃發展狀態，就可知道老年聽眾的因素還不足以解釋「空中藥

房」為何能持久不衰。以下探討 Bourdieu 的再生產觀點，為求更深入地了解影響

「空中藥房」持續發展的原因。     

    何謂「再生產」（reproduction）？其實物品、事務、行為、人際關係、思考

等等的產生，都可以說是「生產」（production）。「再生產」在本質上與「生產」

並沒有太大的差異，因為生產不可能由「無」產生，再生產在理論上也不可能從

「無」產生，生產須受種種條件與脈絡制約，不是一義性的反覆。因而在概念上，

一切「生產」都是「再生產」。不過，論述「再生產」時最重要的關鍵辭是「變

換」。人的所有生產現象都包含此一變換過程（李永熾，2000: 18）。 

    Bourdieu（1977）在《再生產》（Reproduction）一書中談到「再生產」概念

包含「文化再生產」及「社會再生產」交互作用的過程。文化再生產（既存的文

化價值與規範由一代傳一代的過程）導致社會再生產的結果（權力不平等及壓迫

的結構再生產）。而社會再生產不平等權力結構之後，又會影響文化再生產哪些

文化價值與規範。場域的秩序便是在這樣反覆的過程中，既被維持著也被變換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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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生產的理論觀點使我們注意到資本的重要性，尤其是文化資本和象徵資本

的強大影響。階級劃分的結構是靠文化資本和象徵資本作為中介，以習焉不察的

方式發揮選擇的、排除的作用，讓個體接受符合既定利益的社會定義。應用於解

釋醫療消費的現象時，可以注意語言、象徵符號的權力是掌握在誰的手中？運作

的策略為何？例如美國在 1997 年發生的「泰胃美」（Tagamet）事件，由於治胃

潰瘍藥未上市就在晚間新聞披露，民眾紛紛要求醫師開這種藥，使得醫囑或命令

的發出不再是醫生獨擁的權力，這不代表權力轉移到民眾身上，而應留意在民眾

背後的大眾媒體，是如何降低或分享了醫療專業部門對威權論調的獨佔權，被稱

之為「比醫生修辭更有力的聲音」的來源（王浩威，1997）。這也是 Boudieu（1984）

提醒研究者的，接受或不接受醫療物質都隱含著權力關係，從中可以檢視菁英團

體控制時尚及品味的方式。 

 

小結 

    Bourdieu 場域理論之下的實踐，則形塑著一種經濟：它遵循著某種固著的理

性，但這種理性並不能侷限於經濟理性，因為實踐經濟（the ecnomy of practice）

的全貌涉及到廣泛多樣的職能和目的。要是把豐富多彩的行為形式歸結為機械反

應或是僅出自目的明確的行動，又怎麼能夠說明那些雖不是出自於有憑有據的意

圖、甚至沒有特意盤算過、但卻也是合情合理的實踐（Bourdieu & Wacquant 1992,  

pp.119-120）。 

    具體言之，如果將 Bourdieu 的理論啟發應用於本研究關注的「空中藥房」現

象時，可注意以下幾點：第一，在描述常民醫藥消費實踐的同時，不可忽略常民

的「慣習」、「資本」與「場域」三者是如何交互作用，以致影響了實踐的內容，

以及常民的消費生活風格；其次，「空中藥房」場域得以再生產的原因及過程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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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各行動者是如何參與了這個再生產過程？最後，也是最重要的，場域既是一

個權力場，研究者可探討於場域中各行動者是如何運用資本或採行各項策略，進

行權力（或資本）的爭奪？尤其是揭示場域中被隱匿不察的權力關係及利益。 

      

第四節 研究問題 

    在探討過之前針對廣播賣藥節目的本土研究之後，筆者發現近來的研究雖然

已慢慢朝向較深入地理解電台營運生態或閱聽人特質的方向，但仍有對「空中藥

房」場域本身和參與行動者的詮釋不夠完整、對場域中的醫療消費實踐過程缺乏

深入理解、以及缺少批判關懷等不足之處。為突破過去論述的瓶頸，本研究意圖

透過對下述幾項問題的探究，提出一更能闡釋「空中藥房」現象所特有的歷史脈

絡、醫療消費文化、動態再生產過程以及整體場域運作邏輯等不同層面的理論分

析架構。而這些研究問題，希望能兼顧宏觀（「空中藥房」實踐及影響此過程的

社會⁄文化結構及權力關係）與微視（過程中行動者賦予實踐何種意義）兩種視角，

因為兩者本來就是不斷變動的消費文化過程中相互影響、不可分割的部份： 

（一）描繪「空中藥房」場域的再生產歷程： 

1. 廣播賣藥節目的節目類型及內容，是在何種歷史及文化脈絡下生成？ 

2. 再生產的歷程中有哪些重要的里程碑事件，使此場域產生什麼變化？  

（二）分析「空中藥房」場域再生產過程所依循的運作邏輯，與傳達出的消費文

化意義為何： 

1. 再生產的過程中，有哪些行動者參與？他們各佔據什麼樣的場域空間位

置？擁有哪些資本？如何做資本轉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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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這些行動者的實踐內容與特質為何？他們各是在什麼因素影響之下表

現出何種慣習？又是透過什麼策略、共同建構「空中藥房」場域？ 

      3. 綜合上述兩點，本研究將檢視整個消費過程中，包括： 

        （1）生產、銷售端 — 探討製藥商、賣藥商（包括賣藥電台和節目、

電台指定藥房）的健康商品化策略？ 

        （2）消費端的閱聽人部分 — 影響閱聽人消費電台藥品的可能影響因

素（例如閱聽人的社會位置及資本、人際脈絡、和廣播電台之間

的互動、對健康的焦慮程度、對醫療功效的信任度、比較不同醫

療方式的效率、文化及社會關係對健康信念的建構等因素）為何？ 

        （3）在所有場域中都會遭遇到的權力場域 — 包括政府主管機關及民

意代表的影響？  

（三）揭示「空中藥房」場域的再生產過程所隱藏的權力關係及利益： 

1. 不同行動者如何利用其資本進行權力競逐？此競逐情形如何在主流文

化中再現？競逐的結果為行動者換得哪些利益？ 

2. 消費過程中消費者是否具有能動性？影響消費者順從或抗拒行為的因

素（如醫療文化信念、病識感、社會功效等）為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