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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六章 「空中藥房」聽眾的生活及消費風格 

 

    前一章中述及廣播藥品消費者具備較強的消費力，對電台主持人、電台藥的

忠誠度也很高，是支撐「空中藥房」得以維持營運不墜、且造成合法、非法、新

成立以及老電台都要搶奪台語廣播市場的重要原因。筆者於本章將進一步從「空

中藥房」聽眾的生活及消費風格切入，分析為何廣播藥品消費者具備較強的消費

力和忠誠度。 

 

第一節 「空中藥房」消費者的生活風格 

    根據訪談和參與觀察的結果，本研究發現廣播賣藥節目的聽眾，他們因著社

會位置和其他因素的限制，顯現出如下的特質： 

壹、年齡：以老人為主、中年次之 

    「空中藥房」聽眾的年齡偏高，以老年人最多、中年次之，而中老年人也是

消費力較高的族群。高雄某廣播連播網的節目部組長兼節目主持人 ME 小姐（代

號 M3）即說：「聽眾年齡都在三、四十歲以上，是中老年人啦」。曾在多個地下

電台節目擔任主持人的 C2 先生（代號 H2）指出的年齡層更高一些：「依我在主

持的經驗，會叫（稱呼）的都是阿姐或阿姨，大概年齡層都在五、六十歲以上，…

反正大概至少都是五十歲以上，或者是接近，四十幾歲來電台買藥的，你就覺得

很奇怪。」 

 筆者參與觀察該廣播聯播網於岡山舉辦的聽友聯歡晚會，也發現在場的聽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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年齡的確絕大多數是 40 歲以上的中、老年人，很少出現 30 歲以下的年輕人。另

外，筆者參與觀察台南市某電台歌友會，也發現類似的結果。 

    而這些中老年的聽眾中，又以老年人被電台鎖定為主要聽眾，因為老人家的

忠誠度和消費能力遠遠超過其他年齡層的聽眾群。台南某廣播電台負責人 L2 先

生（代號 M3），從電台營運的立場說明老年聽眾對電台的重要性： 

    會買藥品的人通常是年齡層較高一點，這是不必懷疑的，你把保健食品放在

FM 電台去播，我保證一瓶也賣不掉。…所以你看 FM 是很希望取得這個區

塊的產品廣告，但是，人家不會給他們做，…你的聽眾群都是小朋友，都是

三十歲以下的，三十歲以下的人不會去買保健食品的。…年輕族群像是學生

沒有忠誠度，不像傳統電台聽眾忠誠度很高，他們聽一個電台或主持人可能

聽一輩子，而且消費能力也是年輕族群的千百倍。 

    在筆者的深度訪談中發現，受訪者也偏向於是 40 歲以上年齡較長的族群，

其中 60 歲以上的就約佔三分之一（33％）。這些年長者由於身體逐漸老化，行動

不便加上視力不佳，不利於外出，因此待在家中時間較長，閒來無事，又不方便

看電視或報紙，就一整天開著收音機，聽到興起，就 call–in 和主持人、其他聽友

聊天。另外兒女大多會給他們零用錢，每月可支配的零用金大約都在 5,000 至

10,000 元之間，如 P 先生（代號 A21）、CH1 太太（代號 A6）、CE 先生（代號

A5）、CJ 太太（代號 A9）、CN 先生（代號 A10）等都因過著類似的生活型態，

既是電台忠實的收聽者，也是對藥品購買力最高的消費者，因此電台亦會將這個

族群當成最重要的客戶群，包括節目時間和內容都優先配合他們的生活作息（請

詳見第八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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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語言：以台語為主、日語為輔 

    在語言部份，本研究發現賣藥廣播節目使用的語言和音樂以台語、客語為

主，也有夾雜日語或播放日本演歌的情形，主持人 W 先生（代號 H11）表示這是

為了因應年齡較大聽眾的需求：「我有日文單元…凌晨的節目播的全是日文歌，

就是要服務那些老人…。」 

    而筆者在訪談聽眾過程中也發現，當問及為何選擇收聽這些賣藥節目時，回

應幾乎都與語言因素有關，例如 L1 先生（代號 A15）、L1 太太（代號 A16）、W

先生（代號 A25）、W 太太（代號 A26）、L2 先生（代號 A17）、A1 太太（代號

A1）、C 小姐（代號 A4）、X 先生（代號 A29）與 A2 太太（代號 A2）都說：「喜

歡聽台語的啊」；P 先生（代號 A21）表示：「講客家話嘛，比較聽得懂」；I 先生

（代號 A7）、S 先生（代號 A22）、C 先生（代號 A3）、WE 先生（代號 A27）、

LE 先生（代號 A18）、CN 先生（代號 A10）、SU 太太（代號 A24）的答案則類

似於：「沒有特定聽哪一台，亂轉亂轉，聽到語言會通的（指台語）就停下來」。

可知，語言因素是相當重要的，主持人拿來吸引特定族群，聽眾則用語言過濾他

（她）想聽或不想聽的節目。 

參、職業及生活型態（一）：家庭主婦、藍領階級、自由業為多 

    V 電台業務負責人的 L3 先生（代號 M4），因著工作性質，必須掌握聽眾的

特質，他指出台語電台服務的族群和一般流行電台聽眾群的工作型態並不同： 

    我們最好的時段是上午十到十二點、下午兩點到五點以及晚上十點以後，這

和收聽族群的生活型態有關。這和流行電台的型態不同，流行電台主要是做

上班族，所以上班時間是最好的時段。我們這類的電台還是延續之前『家庭

即工廠』型態，不論是加工區還是那些比較沒那麼正式的工作，可以ㄧ邊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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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一邊聽廣播，就這麼消磨時間。 

    高雄某廣播連播網的企畫負責人兼節目主持人 ME 小姐（代號 M5）說明下

午兩點到六點屬於黃金時段（A 級時段），因為這是針對該台忠實收聽族群的時

段：「家庭主婦和工廠加工區的都會聽；另外就是開車的一定會聽。…開車的蠻

多，計程車也是蠻多」。另外，「我凌晨三到六點還有一個節目，聽眾是檳榔西施、

卡車司機、計程車司機、老人家…老人家在鄉下地方大概四點就會起來了」。該

廣播網的最高行政主管 L1 先生（代號 M2）也描繪出主要聽眾群的職業特性：「農、

漁、勞工，一般上班族比較不會聽這樣的廣播。」     

    而筆者參與不同電台聽友會所做的觀察或進行訪談之後，發現賣藥電台聽眾

的職業特質，與上述電台業者所指出的相當吻合，即以家庭主婦、藍領階級、自

由業、退休無業者為多。 

    在筆者訪談的30位賣藥電台聽眾中就有9位是家庭主婦。另外，一位居住在

高雄岡山地區、參加電台舉辦的聽友聯歡晚會的 W 先生（代號 A25），則是從事

裝潢工作：「我們就一邊工作一邊聽，從早聽到下班，大家一起聽。…聽節目是

因為覺得有趣好玩」。於台北文山區某一房屋裝潢工地，從事木工工作的 L2先生

（代號 A17）、I 先生（代號 A7）和 S 先生（代號 A22）也是一到工地之後就打

開收音機，電台中賣藥的廣告聲和音樂聲，與施工嘈雜噪音交織成許多工地都共

有的特殊聲音背景；而在窗台邊擺在一起的收音機和保力達瓶子，也似乎暗示著

工作的疲累需要靠這兩者提神。L2先生特別聲明：「我其實覺得工作時聽廣播很

吵，可是其他人要聽啊！他們覺得要聽才不會無聊」。SU 太太（代號 A24）約40

多歲，是一位住在高雄市楠梓區的裁縫師，她由先生和女兒陪同參加聽友聯歡晚

會：「我聽電台節目聽了十幾年，從少年時（台語，年輕之意）開始聽，一邊工

作一邊聽」。C 小姐（代號 A4）是工廠中的平車拷克工人：「我們工廠裡的每個人

有一台小收音機，放在旁邊聽」。WE 先生（代號 A27）和 LE 先生（代號 A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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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別是公車、計程車司機，他們都是電台節目的忠實聽眾，尤其是 WE 先生一天

工作從早到晚超過10個小時，只要在車上，收音機就是持續開著。LE 先生因為

受到不景氣影響，一天要開車將近14個小時才能回家，這麼漫長的時間裏，他會

交替聽著電台節目和錄音帶，「反正就開車，『蒙』聽啊（台語：順便加上隨便聽

聽的意思）」。CN 先生（代號 A10）是一位80多歲的阿公，退休很久了，他相當

依賴電台，「想到就聽，起床就開收音機，有時看電視時也會聽，有時看電視時

不聽，關掉電視就會打開。通常喜歡在房間聽。一直聽到睡覺。」 

    在筆者訪談的 30 位賣藥電台聽眾中只有 2 位是白領階級。X 先生（代號 A29）

是小學老師，CH3 太太（代號 A8）是會計。這並不是筆者特意過濾選取的結果，

而是在特別容易尋找到電台聽眾與電台藥品消費者的節目現場、聽（歌）友會、

指定藥房，白領階級的比例都極低。而 X 先生與 CH3 太太會成為「空中藥房」

忠實聽眾，都與喜歡收聽台語台的慣習有關。 

    為什麼家庭主婦、藍領階級、自由業、退休無業背景的民眾會是主要聽眾群？

而白領階級卻不是？如果從受訪者針對收聽時的生活脈絡之回答可知，家庭主

婦、藍領階級、自由業的工作時間長且性質較單調，所以邊工作邊聽廣播，可增

加一些樂趣和變化，得以持續應付長時間的「無聊」工作。對於退休的阿公阿嬤

而言，便成了應付漫漫長日、無事可做之「無聊」時光的好方法。所以說廣播節

目是工作和生活的潤滑劑。另外，相較於報紙、電視和電腦網路，廣播「平易近

人」（價廉、口語化、使用技巧的門檻低）、「配合度高」（攜帶便利、可以邊工作

或邊做別的事的同時分心使用）的特型，對於工作時間冗長、工作內容缺少變化，

又較缺乏文化資本及經濟資本的特定工作族群言，是很自然的選擇。由於能適切

地融入家庭主婦、藍領階級、自由業、退休無業等族群的生活及工作脈絡中，「空

中藥房」成為協助此一族群過日子的重要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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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職業及生活型態（二）：相對封閉的族群 

    除了工作「無聊」或無事可做的「無聊」，賣藥電台的主要收聽群還是「相

對封閉」的一群，如高雄某廣播連播網節目主持人 W 先生（代號 H11）所言，賣

藥電台的聽眾中有部份因為身心障礙問題，侷限向外發展的機會和時間： 

台語台是比較走不出去的族群，…封閉式的族群，做工的都在那邊加班做

工，要不然就是眼睛看不見的，我們有很多盲胞聽眾耶。…如果說年紀很小，

二、三十歲的如果不是有問題，怎麼會守著收音機不走？有些偏差（指身心

障礙）的東西滿多的，都會遇到！可是看你怎麼處理啊！可是這種東西有相

對性，就是他走不出去會對你很死忠，但走不出去也會有麻煩在。 

    P 先生（代號 A21）之前是一位農夫，因為長期操勞過度，腿部動過手術，

目前仍是行動不便：「年紀也大了，以前有開刀，開刀就沒有辦法運動，開刀完

叫我去散步我沒辦法，拿柺杖走也走不很遠，…你不聽在家裡無聊的時候也蠻無

聊，所以聽廣播。有時候整天聽。」 

    身心問題或工作特質因素外，如高雄某聯播網 S 董事長（代號 M6）所點出

的：「不認識字的、不會講國語的，…那一群人卻是我們賣藥電台裡面的最大族

群」，只習於使用母語（閩南語、客語）或是識字不多的老人家、教育程度不高

者，為賣藥電台的主要收聽族群。此族群或因語文能力的限制，而在媒體選擇方

面也比較侷限於以聲音取勝的廣播，尤其是台語電台或客語電台。  

    綜合上述，廣播賣藥節目的聽眾中，年齡偏高、退休無業或行動比較不便者，

他們被限制在家中；家庭主婦或從事家庭手工業者，也是在家時間長；職業屬於

藍領階級者，如工廠工人、建築裝潢工人、公車或計程車司機等，必須長時間待

在特定空間內工作。即使名為「自由業」，但如檳榔西施，其實並不自由，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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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式必須封閉在小小空間內。此外如如視障者或精神患者，也比一般人受到更多

的行動限制。至於語文能力因素的影響，則使得一些年長或識字不多者傾向於依

賴與其母語相關的廣播節目。以上種種特質都提醒筆者，賣藥電台的收聽族群常

會受到不同社會結構或個人健康、語文能力因素的限制，而在行動的空間、時間、

能力，以及媒體選擇等的自由度上都比較狹窄，因此對廣播（尤其是台語台或客

語台）的依賴程度也相對較高。 

伍、職業及生活型態（三）：渴求生活樂趣、資訊和人際關係的族群 

    筆者從訪談閱聽人中發現，廣播賣藥節目的收聽族群，依賴廣播的主要是節

目提供之生活樂趣、資訊和人際關係。 

    參加電台聽友會的 L1 太太（代號 A16）表示：「特別喜歡某主持人的節目，

因為有趣味性，…很有趣、多樣化」。SU 太太（代號 A24）則說：「喜歡聽某主

持人的，另外一位某主持人也不錯，搞笑又好玩」。木工 S 先生提到：「工作無聊，

聽歌而已」。WE 先生（代號 A27）回答：「我喜歡在節目聽一些好聽的台語歌」。

對他們而言，廣播賣藥節目中有主持人的談天說笑、播放一些好聽歌曲，這些娛

樂與他們的生活及工作結合得很好，是應付生活和工作的不可或缺調劑品。 

    除了娛樂，廣播賣藥節目提供的資訊，也是收聽族群相當重視的。筆者發現

在參與觀察、或單純個人收聽的節目中，內容都會安排一些新聞或社會時事，特

別的是，與一般新聞或時事報導不同，主持人通常是用類似講古或說故事的方式

「說」新聞或時事，而且還會加上許多主持人自己的解說和評論。例如某主持人

在節目中說到藝人代言商品引起糾紛的新聞；37另外也有主持人會在談天中傳遞

                                                 

37 筆者以ㄧ個與閱聽人 A2 太太共同收聽的節目為例，主持人便是以聊天說故事的方式談時事：

「另外來說到這個藝人叫做溫翠蘋，為了這個內衣公司，來廣告一種叫做竹炭調整型的內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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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資訊，例如主持人 C1 先生（代號 H1）便談到： 

其實我做節目最主要是想說，說寓教於樂是太過高尚，不過這真的是我在裡

面想要的，因為有些思緒有些觀念是希望藉著這種詼諧的節目型態，讓大家

心理可以有一些準備，像比如說約會要戴保險套，還是想說我們事後避孕丸

的使用，希望說有些人她不知道，有些人遇到事情她不知道怎麼處理嘛！…

有些人只知道她只有墮胎一條路，那或許藉著不同的節目型態，我會給她另

一個選擇，或者是讓她知道她還可以這樣子來處理，我覺得這是一個廣播人

應該要有的那個…提供資訊這樣的一個功能，這我們一定要有的。 

    不少聽眾也都反應廣播節目是他們能得到資訊的重要管道之一，甚至是唯一

的管道。而且他們很喜歡節目主持人如說故事或聊天的風格，這比一般播報新聞

                                                                                                                                             

說這種竹炭穿下去，那個內衣就緊緊的，從我們的胸部到下半身都塑住了，包括塑到大腿，說

這個穿下去之後，人會瘦，之後流汗還不會臭，這種衣服有夠讚的就對了，一件，當然囉來賣

都貴的，這個溫翠蘋說這個穿下去瘦幾十公斤，但是觀眾朋友你來想，有可能會這樣嗎？有可

能會這樣嗎？那麼這個事件爆出來之後，業者被人家罰一千六百萬，藝人溫翠蘋被人家罰八萬

塊，罰八萬，啊這個溫翠蘋實在說很冤枉，說我這樣幫他們廣告，啊我就確實有瘦啊，這樣，

這個觀眾朋友呀，這個藝人你們要賺什麼錢，也要顧慮到一種道德啦，是不是這樣？這個東西

穿下去，你說真的有辦法瘦幾十公斤？你若沒有配合飲食、運動，這樣就會瘦？像之前那個小

亮哥說什麼他吃一種東西吃下去還會長高，阿小亮哥都幾歲了？吃了還會長高？那明明就是騙

人的嘛！到最後小亮哥也出來道歉。所以說我們要跟人家說什麼事情，要有憑有據，就有這個

效果去幫人家廣告，沒關係，啊沒那個效果不要去拿著亂說一場，你拿著亂說一場就要處罰，

那這個社會才有一點公理，對嗎？不然民眾會被你騙錢耶。昨天也有三間那個竹炭的內衣，他

說這個調整型內衣，還讓人家罰四百萬，三間剛好被罰一千兩百萬，這個應該要罰啊，應該要

罰，我們這些事情，你如果說這個穿下去，你就知道我的這個體格比較實，你看穿這件衣服綁

成這樣，那我們要有好的體格，穿這件衣服我們今天運動、飲食，你像有的人生完小孩穿那個

調整型的內衣褲，穿著塑著就會難過，他這個難過就是逼你不要吃太多，你吃越多會怎樣？越

綁越緊，很難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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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方式更能讓他們了解和接受。L1 太太（代號 A16）正是上述主持人 C1 先生（代

號 H1）的忠實聽眾，她便相當認同 C1 先生在節目中提供知識性訊息做法：「喜

歡聽中午某節目，因為主持人的節目很溫馨、有單元性、趣味性，也會提供知識

性，跟自己切身相關啦，他會提供許多婦女相關知識」。行動不便的 P 先生（代

號 A21）最喜歡廣播節目裏穿插的新聞：「在寂寞的時候聽某電台，什麼常識他

都有講，有時講那個一個小時十分鐘新聞我最喜歡聽，十分鐘聽的到他講重點，

他講地方新聞，大概一個小時報國語，一個小時報客家，蠻好的」。已經 80 多歲

的 CN 先生（代號 A10）因為視力不佳，用聽的廣播新聞幾乎是他唯一接收新聞

的管道：「老人眼睛不好，現在很少看報紙，偶爾看電視新聞，大部分都是聽廣

播啦」。60 多歲的 LE 先生（代號 A18）聽某位主持人的節目已經長達十年，主

要原因也與 CN 先生類似：「主要收聽新聞，節目中會談到重要新聞。對老人家，

報紙或電視新聞不容易看啦，聽廣播最好！」L 小姐（代號 A14）強調因為某主

持人會在分析時事時加上評論和情感，使她特別欣賞該節目：「喜歡聽某節目，

因為這個節目比其他台語節目有內容，會分析時事，像主持人談外籍新娘，她會

加上自己意見和情緒，會觸動我們思考，這是書本或報紙上沒有的。」 

    筆者在訪談「空中藥房」聽眾期間發現，「尋求資訊」是超過九成的受訪者

都會強調的需求，而許多廣播賣藥節目中穿插的時事分析或提供訊息，節目主持

人用如說故事或聊天的方式，充分發揮廣播媒體以聲音取勝的特質，對視力不好

的老人家或長時間忙碌於工作的家庭主婦、藍領階級，都是最方便的吸收資訊管

道。更重要的是，這種「講」新聞或「討論」訊息的方式，比其他媒體或一般播

報新聞方式有趣，更能引發聽眾的思考及情感，故他們也有較高的接受度。筆者

認為從正面來看，賣藥節目的確能滿足聽眾的「尋求資訊」需求，特別的是，提

供資訊之外也提供樂趣。但是筆者在參與觀察電台節目時也注意到，許多節目主

持人在選擇新聞時事或資訊時，可能會偏重於某些與健康或政治相關的事件，接



 
129

著又巧妙地連結到其促銷的手法或促銷的藥品上，換言之，播報新聞或時事變成

商業手法之一，值得我們進一步深入探討（請詳見第七章）。 

    對於某些少出門或工作都在封閉空間內的聽眾而言，聽廣播還可以幫助他們

鞏固，甚至擴大人際關係。I 先生（代號 M1）是台灣早期地下電台的創始人之一，

他提到台灣廣播使用 call-in 始於地下電台，聽眾會利用 call-in 增加和朋友之間的

樂趣和聯絡：「像鄉下農夫會在大樹下先打電話給他的朋友說要在哪一個電台唱

歌，接著再 call-in」。C 小姐（代號 A4）是工廠中的平車拷克工人，她描述和同

事們一起收聽的情形：「我們工廠就一邊工作一邊聽，從早聽到下班，大家一起

聽」。L1 先生（代號 A15）參加某廣播網舉辦的聽友會，是與一群利用廣播才認

識的朋友共同約好與會，有趣的是他們來自不同縣市。L1 先生描述和其他聽友是

如何「在空中搭起友誼的橋樑」：「節目中聽眾與聽眾藉由 call–in 節目互問電話，

互相認識，之後就一起參加聽友聯歡晚會，我們有來自嘉義、屏東、雲林虎尾、

台南。…如何認識的啊？從節目中聽他（聽友）的講話啊，如果覺得還不錯，就

會向電台問他的電話，也會在節目中聊天」。退休在家的 CN 先生（代號 A10）最

喜歡聽主持人和 call–in 進電台的聽眾罵國民黨和馬英九，聽到高興時亦會利用

call–in 和主持人、其他聽友分享心情，CN 先生描述聽廣播的樂趣：「就歡喜打進

電台跟主持人聊天。」 

    如同一般白領階級或年輕人習於利用 MSN 進行線上聊天和交友，對於廣播

賣藥節目的閱聽眾而言，call–in 是他們能在不出門或是不至於耽誤工作情形下、

重要的鞏固及拓展人際關係方式，筆者於參與觀察節目製作或收聽節目時，亦會

感受到一個個廣播節目猶如一個個以主持人作為中心的「空中社群」，形成一教

不受地域限制且充滿樂趣的人際關係網絡。至於主持人本身其實也樂於推動這種

「空中社群」的建立，本研究將在第七章詳述其原因與推動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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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空中藥房」消費者的消費型態 

壹、「三不倒」電台藥 

    關於電台藥消費者喜歡購買那些種類的藥品？接觸許多消費者的節目主持

人和指定藥房業者最清楚，資深節目主持人 C2 先生（代號 H2）直指最暢銷的電

台藥種類，有所謂的「三不倒」：「做正常商品做不起來，你電台是三不倒嘛！男

人要吃會硬的，女人吃胸部大、減肥的，老人吃骨頭的、血壓的，這都永遠不倒

的，什麼藥說到這三項都有效，都打得動」。同是主持人的 H 先生（代號 H3），

回憶當時在剛入行時曾經跟藥廠及其他主持人請教什麼藥比較暢銷，結果是「老

人藥」賣得最好：「針對老年人的，像眼睛、骨骼、攝護腺、心血管、腦部都很

好賣。」  

    指定藥房指出壯陽藥和補藥賣得最好。身為指定藥房負責人 ST 小姐（代號

P3）表示：「男性顧客比較多，而且大多為中老年人，他們購買的藥品以壯陽的

為多。藥品名稱像鹿王、鳥頭牌愛福好」。另一指定藥房負責人 IO 藥師說：「龍

德蔘茸固本丸是指定藥房的消費者最常購買那一類型的藥品，主要是以酸痛為主

在服用，其中以老年人購買最為多。」 

    綜合主持人及指定藥房業者的說法，電台藥消費者較常購買的藥可分成兩大

類，一是應付身體老化問題的所謂「老人藥」，包括電台藥經常出現的藥名「清

血丸」（針對心血管疾病）、「顧腦丸」（針對頭痛頭暈）、「鈣順」（針對骨骼問體）、

「膀胱丸」（針對攝護腺問題），都是針對老人開發出來的藥品。另一類則是屬於

筆者在第二章討論到的「生活機能」藥品，如婦女最常購買的減肥、豐胸藥品，

男性重視的壯陽藥品、補藥等都是為改善生活品質所使用的藥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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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與之前的「王祿仔仙」和「賣藥團」的暢銷藥品種類比較起來，補藥和老人

藥部份是歷久不衰的，一直到了「空中藥房」還是深受民眾歡迎。但是過去「王

祿仔仙」和「賣藥團」比較暢銷的傷藥則不在「空中藥房」的暢銷名單上，由此

也可看出社會生活型態的變遷，重度勞動已不再是普遍的狀態，傷藥逐漸被改善

酸痛問題的補藥所取代。 

    另外，指定藥房負責人 ST 小姐（代號 P3）指出：「（電台藥消費者）對於藥

品大部分為持續的使用相同的藥品，少部分就算會換成別種藥品，但是還是以他

原先聽的電台所介紹的一些藥品為主要購買，或者再多買些藥品與原先買的藥品

來搭配使用」。由此看來，電台藥消費者會較長期地使用同樣的藥品或是同一家

電台介紹的藥品，這也證實了電台業者的看法，即電台藥消費者對電台、電台藥

的忠誠度都是很高的。 

貳、購買藥品的頻率和金額 

    根據行政院衛生署委託《遠見雜誌》民意調查中心於 2008 年執行的「廣播

賣藥節目聽眾調查研究」，其研究對象是居住在台灣地區廿三縣市，年滿 40 歲且

曾收聽販賣商品的廣播節目或廣告之民眾，結果顯示聽眾購買廣播商品單次最高

金額，雲嘉南地區民眾平均為 2,895.1 元，高高屏 3,897.6 元，但此金額不見得是

購買藥品，還可能包含食品與健康食品、化妝品、醫療器材在內。 

    指定藥房描述消費者購買的頻率和金額，指定藥房負責人 IO 藥師（代號 P2）

表示： 

大約一個月（購買）一次，平均一次都會購買大概兩千元，都是長期收聽的

聽眾，有買配套方案的藥品，一罐一千多，兩罐就兩千、三千了。年底就會

有人甚至買到四千元的或者到一萬多元的人都有，因為歲末有送贈品和促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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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活動，就會吸引比較多的人購買。 

   指定藥房負責人 ST 小姐（代號 P3）指出：「一次購買藥品平均二到四千元左

右。…一個月會來買一次藥品」。兩家指定藥房的說法十分類似，消費者約一個

月會購買一次，每次約兩到四千元。但是消費金額會隨電台和指定藥房推出優惠

促銷活動而增加（有關電台和指定藥房的促銷手法請參見第七章）。 

    特別值得注意的是老人族群的消費型態，高雄某廣播連播網的節目主持人 W

先生（代號 H11）甚至用「狂買」來形容老人族群的高消費力：「台語台走老人

家，因為他有固定買氣，…老人家會狂買…，而且很多老人家聽這個節目，他買

東西是買心情爽快的（日文），尤其越老的喔，…比如說 60 以上的，…我跟你講

很多買起來都是放著」。老人的消費力高、消費看心情，甚至有時買很多也不見

得會使用，由於老人的這種特殊消費型態，電台將老人視為最重要的客戶群，並

設計許多專門針對老人族群的促銷手法（請參見第八章）。至於老人或具有其他

特質之聽眾群為何成為順從的消費者，請見下一節的分析。 

 

第三節 順從 Vs.抗拒的消費者 

壹、順從的消費者 

    廣播賣藥節目的聽眾不見得都會成為購買產品的消費者，不過會購買的聽眾

確實不在少數。根據行政院衛生署委託《遠見雜誌》民意調查中心於 2008 年執

行的「廣播賣藥節目聽眾調查研究」，有聽過販賣商品節目或廣告的聽眾，平均

近一成五曾購買廣播商品，其中高高屏地區有聽過販賣商品節目或廣告之聽眾購

買廣播商品的比率最高（21.8％），其次為雲嘉南地區（20.1％），表示有超過五

分之一的聽眾有實際購買行動；購買過廣播商品的聽眾中，又以購買食品與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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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品的比率最高（64.4％），其次是中藥/草藥（53.9％），比例都超過一半。從筆

者訪談經驗中，上述研究結果的數據似乎是被低估的，因為據高雄某聯播網 S 董

事長（代號 M6）表示，賣藥電台的主要收聽群因為年紀大、行動不便、語言不

通、工作忙碌等，不常接電話，換言之，電訪並不見得是一個能有效接觸到賣藥

電台消費族群的好方法。S 董事長說：「一般市場調查，…如果不認識字的、不會

講國語的，甚至是沒有接電話，或是不想接電話的，沒有表達的，它根本不會給

它出來，但是那一群人卻是我們賣藥電台裡面的最大族群…，數據裡面顯現不出

來」。另外，向電台買藥的受訪者也會有否認買藥的情形，筆者在蒐集資料過程

中便遭遇兩次類似經驗，38若從受訪聽眾的談話中推測，除了向電台買藥已被污

名化外，會受到家人責備也是受訪者不敢承認的原因之一。上述種種皆隱隱然指

向實際購買電台藥品的人數，可能高於《遠見雜誌》民調中心推估的數字。 

第二章文獻探討曾提及，醫療消費者會成為順從或抗拒者的原因，包括了是

否有病識感、對提供醫療者和藥品持正或負面看法、是否受格言諺語的影響等。

筆者依此檢視南部地區「空中藥房」的消費者，發現除了上述原因，感覺藥品是

否有效、以及對電台節目和主持人的依賴，也是促使購買的重要因素。其中尤以

依賴這點最值得注意，這也唯一的非健康考量因素。 

    首先在病識感部分，有些報導人先是感覺到自己身體的不舒服，接著聽到電

台節目談到某些疾病與自己的症狀十分類似，就開始聯想自己「應該是」罹患那

                                                 

38 筆者曾經透過朋友介紹，訪談朋友 80 多歲的祖父，雖然朋友事先告知筆者說他的祖父曾多次

購買電台藥，而且還分送給家人使用，筆者的朋友也是受贈者之一，所以他非常確定。可是當

筆者詢問朋友的祖父是否購買電台藥時，他非常生氣地反駁：「沒啦！我又不是『沒知識』的

人！」另外一次訪談經驗是巧遇一位正在收聽賣藥節目的 50 多歲婦人，她願意接受採訪，但

否認曾買過電台藥，之後在訪談一段時間後，婦人才告知說因為兒子強烈反對買電台藥，所以

她會「習慣性」地否認曾買電台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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種病症以及「最好」使用那種藥品。例如擔任清潔工的 A2 太太（代號 A2），曾

因突然頭痛得厲害，就急著到電台指定藥房去買藥。她表示：「我是從年輕到老

都做工，但是我不曾有那種情形，耳朵轟轟叫，頭殼怎麼會這樣輕輕浮浮，我聽

他（指節目主持人）在說，人如果做得疲勞耳朵會轟轟叫、會難過，我聽他在講

的症狀跟我在難過的症狀這樣有相同，我就趕快買來吃。我吃兩、三次都好了」。

家住台南縣、62 歲的 CH1 太太（代號 A6）則因眼睛不舒服，開始購買電台藥，

她回答關於何時開始買電台藥的問題：「一年開始的，就眼睛不好的時候。就聽

他們（電台主持人）講，覺得有效，就吃吃看」。新竹 P 先生（代號 A21）為腳

痛所苦，所以「聽到對我舒服有幫助的，就買來吃」，他特別強調即使家人反對，

他還是要買：「你反對我也買呀！病痛不是你啊是我，…我們說你們年輕人不懂，

我有需求，我有在痛，我才會去買呀」。高雄 W 先生（代號 A25）因為工作繁重，

身體不適，引發購買動機：「感覺身體累，所以會買肝藥」。他的太太雖然對用藥

量和藥品安全性存有疑慮，不過 W 先生依然會要求太太到藥房去買，而且「車

上放一瓶，家裏也放一瓶，每天都吃。」 

    指定藥房負責人 ST 小姐（代號 P3）也提到消費者是為了身體需求：「多是

自己的身體有警訊，為了自己的來買藥品的人居多」、「 一般是幫自己買，身體

有需要才買，有些人還會怕家裡的人知道」。對願意購買電台藥的聽眾而言，從

感覺身體不舒服到認定自己應該是哪種病及使用特定藥品，節目主持人提供的訊

息恰是促成其產生病識感，並進一步決定消費藥品的重要原因之一。另外，由於

身體病痛或警訊，使得聽眾對相關藥品特別感興趣與容易決定購買，甚至遭遇家

人反對，還是堅持或偷偷購買。 

    其次是對提供醫療者和藥品所持的正負面看法，「空中藥房」聽眾願意向主

持人買藥，通常是因為對電台或節目主持人的信任。如上述的 A2 太太（代號 A2），

當被問到為何購買某主持人介紹的藥品時，她不只一次強調因為感覺這位主持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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說話很實在：「就覺得聽他在講話很實在，我大姨婆也這樣說」。在電台指定藥房

接受訪談的消費者，幾乎都是類似的答案，如 SI 太太（代號 A23）說：「有聽電

台講得很好」；CJ 太太（代號 A9）表示：「自己也會聽電台，感覺藥品好」。針對

來店購買電台藥品消費者的特質，指定藥房銷售人員也指出聽眾買藥的頻率十分

穩定，且因信任電台的介紹，一來就指定要買何種藥，也很少換買別種藥品，與

前述聽眾的說法可相互印證。台南市 HW 藥師（代號 P1）提到，對電台藥消費

者而言，主持人的話語比藥師更具影響力： 

聽眾來指定藥房是聽電台的，說的比較誇張一點，民眾來指定要什麼藥，就

是把藥給他，然後收錢。這是電台閱聽人比較獨特的現象，就是我認定這個

主持人，我就聽他的，藥師要多講什麼，他也不聽。他不會聽藥師的是因為

長期以來都是聽主持人的，他反而會認為主持人優於藥師。 

    高雄縣 IO 藥師（代號 P2）也證實此點： 

消費者聽電台節目就已經知道自己要購買什麼產品了，根本不需要我們藥局

再推薦產品。其實大概有 30%的消費者明明知道自己沒有那方面的病痛，無

論你如何告訴他這項藥品不適合他，他還是硬要購買，會抱著試試看也好的

心態買藥。因為聽眾相信電台…都是客人一來就指定要哪一種藥品。 

    電台藥的消費者幾乎都是在進入指定藥房前，就已經決定要購買哪種藥

品，即使之後藥師給予其他建議，消費者也絲毫不為所動。由此可見電台藥消

費者對主持人的信任，遠深超過對專業藥師。指定藥房的專業功能，最多發揮

在過濾藥品的安全性方面，其他關於用藥的建議權，大多是掌握在節目主持人

手中。 

    部分電台藥消費者當身體出現警訊時，寧願先買電台藥，而非就醫，筆者發

現除了就醫可近性較低因素外，他們也會受電台或主持人宣導「西藥有副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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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影響，換言之，電台或主持人常會強調本土的中藥與漢藥較西藥無副作用，可

用來長期保養。如此說法也從不少消費者口中也聽到類似的說法。例如：當被問

到是否考慮不買藥而去看醫生的問題時，家住雲林，經常參加聽友聯歡晚會的 L

太太就談到：「廣播電台賣的藥，是自我保養的藥」。W 太太（代號 A26）說：「這

家（電台）的藥已經很久了啦。反正就吃保養」。比對以下高雄某聯播網負責人 S

董事長（代號 M6）強調醫院藥不安全的一段話，或可理解常聽電台節目的聽眾

為何不信任醫院和醫師，認為電台藥是用來保養，比較沒有副作用的觀念，因為

兩種說法之間相似度很高。S 董事長提到： 

有健保以後，據我所了解，醫院的這些品質都低落了，…因為你知道官商勾

結自古以來是難免的，…一般除非我今天生病，我絕對不上醫院，除非已經

沒辦法拖下去，…拿那些藥回來吃，你真的會怕，那些藥的副作用都滿大的，

反而我們像現在在介紹這些藥，有些當然是食品的話，不會造成你什麼副作

用，一般來講，有好的藥我們會去找好的藥來賣，像我們現在賣的肝藥。 

    另一方面就指定藥房的了解，買電台藥的消費者也會看醫生，而且藥房也會

提醒有病痛的人去看醫生，不過還是有一些消費者會堅持用電台藥，尤以老一輩

的人居多。藥房認為而這則與電台的影響有關，因為電台一直宣傳「用電台藥來

保養」這個觀念，如高雄縣 IO 藥師（代號 P2）所說： 

一般電台都會認為醫生的用藥有問題存在，就好比說副作用，所以電台都會

呼籲平時民眾就要買藥來保養，另一方面也不會浪費到醫院的資源。…長期

的病痛，像糖尿病，都是購買電台的藥，因電台是一直在強調保養。 

    檢視消費者、電台經營者和指定藥房的訪談，筆者推論在電台宣導、呼籲西

藥「有副作用」，而電台藥「是沒有副作用、可用來長期保養的純天然中藥」、「非

到不得已不要上醫院吃西藥」等論述下，相信電台所說的閱聽人，可能因為對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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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及西藥持負面看法而變成排斥西藥和醫院，另一方面則是對中藥、漢藥持正面

看法，成為愛用電台藥的消費者。 

    電台藥的消費行為是否受到格言諺語的影響？筆者於訪談過程中，常會聽到

受訪的閱聽眾在回答中穿插著俗話諺語。例如當被問到會不會覺得電台藥的價格

高時，消費者 W 先生回答：「賺錢有術、性命愛顧啊」、年紀超過 80 歲的 CJ 老

太太（代號 A9）及 CN 老先生（代號 A10）則說了相同的話：「老人愛（台語：

要）自己顧啊好」。對照節目內容，亦發現主持人會不時地在節目進行和廣告中

穿插大眾熟悉的俗話諺語（請詳見第七章）。     

    電台藥的消費者常會比較不同醫療管道的功效，如果感覺電台藥品有效，就

持續購買電台藥品，例如 P 先生（代號 A21）即表示：「沒有說什麼沒效的，…

你說那膀胱丸，有效。…就買一瓶來試試看，看水腫有沒有改善，你夜尿很多的

人，吃下去停止夜尿，這是經驗。你說那會害人，但結果不同」。而 CN 先生（代

號 A10）、L 小姐（代號 A14）、W 太太（代號 A26）、C 小姐（代號 A4）都在訪

談中表示購買不只一次，因為「有效啊」、「吃了不錯啊」。指定藥房也證實：「大

部分他們(電台藥品的消費者)反應都很好，沒聽過幾次抱怨」。也許有人會質疑消

費者繼續購買是否因為「被電台催眠」？這樣的質疑其實是懷疑「藥品本身」的

有效性，回顧第二章 Helman（2000: 136）所提出的觀念，他認為醫藥對個人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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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aning response）。所以消費者如果真的覺得有效，筆者會認為那是藥

物加上對電台主持人和節目內容的信心、不同來源的見證、藥房的解說等種種因

素，綜合產生的一種深具意義的反應。簡言之，如果結合生物醫學和社會文化觀

點，我們可更能理解藥品在個人身上產生的效果。 

    至於聽眾對電台節目和主持人的依賴部分，筆者於剛進入「空中藥房」場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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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對某些電台藥消費者會買一堆藥卻放著不吃的現象深感不解。如一位經常親

自送貨到消費者家，對消費者情況相當了解的節目主持人 W 先生（代號 H11）所

言，老人家特別容易有這種情形：「老人家會狂買，老人買東西都是看心情，最

近都會用的到嗎？我跟你講很多買起來都是放著」。對於這種「買了卻不吃」的

情形，筆者發現多半因為消費者視主持人為生活中重要寄託，害怕主持人付不起

時段費，39節目會被迫停掉，故用買藥來「捧場」，意即聽眾買藥有時不一定基於

健康因素的考量。資深節目主持人 C2 先生（代號 H2）解釋： 

   （聽眾）聽電台聽到會買藥，怕我不跟主持人買，他沒節目可以做，這個是

一個很鄉下這邊的心態，…所以是說買藥除了有的真的是身體不舒服之外，

有的是很怕這個主持人不見，沒有人會問他（聽眾）今天早上有沒有跟隔壁

的阿好姆還是阿嬌嬸去運動，啊去大陸有沒有遇到地震，有嚇到嗎？兒子又

不會問！我們遇到很多那個聽眾，如果一天沒 call–in 跟主持人說話，可能整

天就沒人可以說話。 

    主持人對聽眾的關懷，會使聽眾產生對電台節目和主持人的依賴，其中尤以

家人疏於關心、孤獨寂寞的老人為最，因為他們的確會把節目主持人當成生活上

及情感上的重要寄託。主持人相對地也會利用這樣的依賴，轉換成銷售手段。既

然聽眾購買某些藥只是為捧主持人的場，並非真為治病，自然買藥就不見得吃了。 

    關於社會功效以及人際關係對電台藥消費者的影響，例如 W 夫婦的購買行

為，同時受到其他聽眾見證及自己親友推薦的影響，W 太太（代號 H26）表示：

                                                 

39 依據筆者向合法及非法電台經營者詢問的結果，節目主持人向電台購買時段的費用，如果是合

法電台的精華時段，每週一到六、每天 2 小時的計算方式約在 20–25 萬/月之間。至於非法電

台的精華時段費用，約合法電台的三分之ㄧ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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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先生就是聽到電台中歐巴桑說有多好多好，回來就要我一定要去藥房買。像

肝藥啊、還是好湯頭都是，…我婆婆（W 先生的母親）買香菇精，說吃了不錯，

就要我們買。另外我的朋友買血力旺給他的女兒吃，後來臉色也變好了」。CN 先

生（代號 A10）也強調購買電台藥是因為主持人和其他聽友的推薦：「這藥是可

以顧骨頭，身體有需要想要顧骨頭，聽主持人說很有效，可以走路很靈活。其他

人 call-in 也說有效」。銷售電台藥品的指定藥房，也證實透過 call-in 的見證對聽

眾影響很大，如指定藥房藥師 IO 小姐（代號 P2）所言：「一般民眾，…他們都靠

call-in 聽眾，覺得別人有效，自己也想試試看」。由前述可知，電台播放見證帶和

周遭親友的介紹等人際影響，都會使消費者對藥品產生信任、對藥效產生期待，

並引發消費行為。 

    綜合言之，空中藥房的消費者們對自己購藥原因的詮釋包括身體需要、保

養、小病不用上醫院或排斥上醫院、對電台與藥品的信心、節目中的見證及其他

人際影響等。不過本研究發現，對空中藥房消費者購藥過程產生影響的，還包含

更多複雜因素，通常從預存的健康信念（如受保養觀念或俗諺影響）、身體感覺

不舒服而開始引發關注相關訊息的動機，如果接著受到電台主持人、其他聽友或

是週遭人際影響，並且因為信任這些人際關係而的確影響其健康醫療方式的認知

（對電台主持人、其他聽友、親友介紹之藥品產生信任、對看醫師和上醫院產生

負面的認知），即可能引發後續直接向電台訂貨或是上指定藥房買藥的行為，接

著如果感覺有效，就可能持續買藥。此外，因為依賴節目主持人，也可能為捧場

而買藥的現象，是一項別具本土特色、且屬非健康考量的因素。 

貳、抗拒的消費者 

    廣播賣藥節目的聽眾不見得都會成為購買產品的消費者，那麼始終只是當一

個聽眾、不為電台銷售手法所動的原因為何？回顧第二章所談到的抗拒因素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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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正統醫療（如醫師和醫師處方藥）持正面看法、受格言影響（如「要對自己的

生命負責」）、患者無病識感（不認為自己生病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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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Britten, 1996; Haafkens, 

1997；林淑蓉，2006）。以下欲繼續探討這些因素是否也影響部分「空中藥房」

聽眾，使其能成為抗拒電台藥的消費者？本研究經過對聽眾、電台業者的訪談

後，有以下發現： 

    首先，如果聽眾對正統醫療（如醫師和醫師處方藥）持正面看法，相對地也

較傾向於對非正統醫療（如買電台藥）持負面看法，包括擔心電台藥無效、有副

作用，或是擔心買貴又受騙等。如 LE 先生（代號 A18）是計程車司機，也是聽

電台節目超過十年以上的忠實聽眾，但是卻不願意買藥。LE 先生強調看醫生比

買電台藥安全：「我聽電台主要是因為主持人會說新聞，都沒有聽電台說藥的部

份，我身體不舒服會固定到台南市立醫院看醫生、拿西藥，不管花多少時間都沒

關係，因為還是看醫生比較安全」。從事裝潢工作、50 多歲的木工 L2 先生（代號

A17）對電台藥印象不佳：「廣播電視賣藥的都是騙人的，摻西藥、興奮劑、安非

他命吃下去不會死人，可是剛開始有效，…繼續吃身體也不會改善，…廣播電台

的藥不能說百分之百沒效，但是百分之九十九都是騙人的」。是 L2 先生同事的木

工 I 先生（代號 A11）補充說明：「廣告都是騙人的啦，藥那麼貴」。WE 先生（代

號 A27）是公車司機，一上車就聽賣藥電台節目。WE 先生說：「我喜歡聽台語台

的唱歌、說故事，不喜歡聽那些賣藥的廣告，無聊也呣（台語：無的意思）效啦。…

我不買藥，因為『在人啦』（台語：因人而異的意思），有人吃有效有人吃呣效」。

上述的受訪者，都是屬於只聽節目卻抗拒購買的閱聽人，主要因為他們都質疑電

台藥的安全性和效果。 

    為何有部分閱聽人對電台藥的安全性和效果起疑心？筆者發現有些受訪者

是基於自己的經驗，而其他的還是可以追溯至社會功效因素，亦即人際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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例如 CH2 太太（代號 A7）曾經買過電台藥，但只買了一次、之後就只聽電台不

買藥，她解釋：「那一罐電台藥貴鬆鬆（台語：很貴的意思），吃了也不像電台說

得那麼有效，我親戚買給我的泰國五塔粉（類似台灣的行軍散，專治腹瀉）不到

100 元，有效多了」。L2 先生（代號 A17）指出：「廣播電視賣藥的都是騙人的，…

朋友的姐姐花了二、三十萬，最後因為朋友告訴姐姐藥不好，都當成垃圾丟掉。

另外還有朋友懂得青草藥的，有一個賣藥的主持人向他訂青草藥送去製藥，我朋

友當然不敢跟他買藥。…我雖然沒買過,可是社會歷練比較豐富，所以知道廣播廣

告的藥不能買」。WE 先生（代號 A27）表示：「像我媽媽、還有很多朋友，也有

買來吃過，剛開始感覺有效，後來就呣效」。有些聽眾基於自己的身體經驗，感

覺買來的電台藥價格貴、效果又不像電台宣傳得那麼好，更比不上價格便宜的其

他藥品之功效，從此不再購買電台藥。也有部份聽眾是即使自己未曾購買過電台

藥，但從親朋好友處獲得對電台藥的負面印象後，即使長時間收聽電台節目，也

不會引發消費慾望。 

    無病識感因素的影響部分，如 40 多歲的裝潢工人 S 先生（代號 A22）所言：

「我工作無聊，聽歌而已，不會買藥，身體也沒有那個需要」。S 先生不認為自己

身體有什麼不舒服，所以也缺乏購買動機。如台南某廣播電台負責人 L2 先生（代

號 M3）就指出年輕的聽眾，因為身體病痛少而較缺乏購藥需要：「會買藥品的人

通常是年齡層較高一點，這是不必懷疑的，你把保健食品放在 FM 電台去播，我

保證一瓶也賣不掉。…所以你看 FM 是很希望取得這個區塊的產品廣告，但是，

人家不會給他們做，…你的聽眾群都是小朋友，都是三十歲以下的，三十歲以下

的人不會去買保健食品的。」 

    部分聽眾是受格言影響而只聽節目、不買藥，例如 X 先生（代號 A29）是電

台的忠實聽眾，也會參加電台舉辦的聽友會，可是他表示只買電台介紹的健康餅

乾，從不買藥。他說明為何不買藥：「『心ㄟ清，人就ㄟ清』（人心情好，身體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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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X 先生認同格言的寓意，認為人要健康不一定需要藥品。 

    最後可能影響成為順從或抗拒的消費者原因，還與不同世代的待人處世觀念

有關，這也是與健康比較無關的因素。如節目主持人 W 先生（代號 H11）所說：

「老人家會有個習慣，他如果給你聽電台點歌，他不跟你買他會不好意思。…你

相對的年輕人他就不會，他覺得點歌是正常的。所以作年輕族群的台語（廣播節

目）變得不好作。」 

    基於上述，本研究發現文獻探討中所談到的抗拒因素，如對正統醫療（如醫

師和醫師處方藥）持正面看法、受格言影響、無病識感、身體經驗有無效果或副

作用或需要等、從其他管道（如人際的影響）獲得的對藥品廣告信任度，也都是

「空中藥房」聽眾能夠抗拒消費醫藥產品的因素。而老年聽眾覺得跟電台點歌就

不好意思不買藥，則是與健康考量比較無關，且是存在於「空中藥房」中的特殊

現象。 

    簡言之，聽眾自述抗拒買藥和願意變成消費者的原因，可用表 6–1 描述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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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1：順從 vs.抗拒買電台藥原因比較表 

影響因素 順從買電台藥 抗拒買電台藥 

健康需求 有 無 

病識感 有 無 

藥品效果的認知 有效 無效 

健康信念 擔心西醫西藥有副作用 擔心電台藥有副作用 

對藥品價格的認知 健康比電台藥價格更重要 電台藥太貴 

對醫療資源可近性

的考量 

在乎 不在乎 

社會功效 自身經驗與來自人際的、賣藥

電台影響，對電台藥有信心 

自身經驗與人際的影響，

認為電台藥大多是騙人的

對電台節目與主持

人的依賴 

當成生活中重要寄託 只是無聊、打發時間而已

資料來源：筆者自製 

 

小結 

    「空中藥房」聽眾的生活及消費風格，反映了影響賣藥電台發展的社會結構

問題。首先本研究發現賣藥電電台聽眾的生活風格特質，年齡方面以老人為主、

中年次之；語言方面以台語為主、日語為輔；職業方面是以家庭主婦、藍領階級、

自由業為多。這些社會結構特質也形塑「空中藥房」聽眾，成為相對封閉以及渴

求生活樂趣、資訊和人際關係的族群。而部分聽眾也因此特別依賴賣藥電台和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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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主持人，傾向於成為順從的消費者。 

    賣藥電台聽眾的消費型態方面，比較常購買的藥可分成兩大類，一是應付身

體老化問題的所謂「老人藥」：另一類則是屬於筆者在第二章討論到的生活機能

藥品，如婦女最常購買的減肥、豐胸藥品，男性重視的壯陽藥品、補藥等。除此，

電台藥消費者對電台與電台藥的忠誠度很高，而且消費頻率約一個月會購買一

次，每次約兩千到四千元。但是消費金額會隨電台和指定藥房推出優惠促銷活動

而增加。 

至於影響電台聽眾會變成順從或是抗拒消費者的因素，筆者發現有無病識

感、因社會功效而對提供醫療者和藥品持正面或負面看法、是否受格言諺語的影

響、感覺藥品是否有效，以及對電台節目和主持人的信任和依賴程度都是影響其

是否購買電台藥的重要原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