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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過「醫療社會學」或對醫療社會學研究感興趣的讀者，對本書

作者Peter Conrad應該不會陌生，他在「醫療化」議題上享有極高的聲

望和知名度。本書最主要的論點是：近年來醫療化推力的轉變，特別

是日益以市場為基礎的醫療化形式，已大大改變美國社會的醫療地

景；作者提出延伸、擴展、延續及提增四種醫療化發展的形式，來概

念化新的醫療化樣貌。

以「學院」慣用的標準來看，作者將自己的論點與所謂的「醫療

帝國主義」（medical imperialism）區隔開來，並試圖將另外兩個影響

力深遠的醫療化論點納入自己提出的框架：將傅柯（Michel Foucault）

《臨床醫學的誕生》（The Birth of the Clinic）裡的洞見詮釋為「社會

控制」，認為 A d e l e  E .  C l a r k e等人提出的生物醫療化

（biomedicalization）（見Biomedicalization: Technoscienti f ic 

Transformations of Health, Illness, and U.S. Biomedicine）寬泛失焦。對

於熟悉傅柯和生物醫療化論點的人來說，這樣的詮釋可能過於偏頗。

更不用說幾乎完全忽略像精神科醫師Thomas S. Szasz從古典自由放任

主義（libertarianism）立場批判醫權體制和醫療化的先驅觀點，以及

John B. McKinlay、Vicente Navarro、Howard Waitzkin等馬克思主義學

者從資本主義體制再製的角度審視醫療化發展的貢獻。

雖然本書確實提出自成一家的論點，但若將前述「相競」理論觀

點當成標準來評價，那麼持平說：該書就理論深度、廣度和高度而

言，似無特別驚豔之處。此外，本書嚴格說來算是集體創作，是由作

者自己及其所指導（現亦任教大學的）學生之博士論文改寫後共著發

譯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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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的期刊論文，再經修改後彙整成書。在社會科學界裡，要將指導教

授本人的論點與學生的原創性揉合成一本具有內在連貫性和統整性的

專書，是個不小的難題。

這樣一本有「六經皆我註腳」色彩、有「削足適履」嫌疑、美國

中心論（從全稱式的書名《社會醫療化》及援引案例來看）的書，還

有譯介的必要嗎？

當然有！

首先，對一般讀者來說，初看之下可能覺得「醫療化」一詞與其

他社會學行話一樣深奧艱澀。然而，透過作者對成人及兒童「過動

症」、雄性禿、「同性戀」等具體案例之醫療化的翔實描述和平實文

字，每個讀者幾乎都能「以身為度」，從自身或周遭親友的經驗，感

受或體驗到醫療化這概念的合理性、正當性、啟發性、貼切、矛盾、

荒謬和曖昧性，從而將醫療化理解為一個複雜而不難解、多樣而不易

概括的「日常生活概念」（這不就是我們生命經驗的寫照嗎？），進

而對自身或人類生命境況與醫療的關係有不一樣的想法，甚至因而能

夠欣賞醫療社會學的魅力。

其次，即使作者認為自己對醫療化抱持批判立場，但從醫療化議

題的理論光譜來看，Peter Conrad的論點雖談不上保守，也稱不上批

判。就像「社會學」在法國一度被看成「社會主義」的同義詞，「醫

療化」對（包括台灣在內）很多醫學專業來說等同「反醫」的口號。

從這個角度來看，Peter Conrad的溫和立場提供醫學專業與醫療社會研

究者間一個可能的對話平台。此外，本書最大的貢獻之一是醫療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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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測」，藉著以經驗資料為基礎的概念化及概念化的資料呈現，不

僅讓論點更具說服力，也讓「崇尚理論而漠視證據」者與「崇尚證據

貶低論述」者之間有進一步對話的可能性。

第三，本書是醫療社會學的「議題專著」，而不是教科書或理論

專著，對各種觀點議題的介紹雖不夠周延但也不膚淺，沒有理論專著

慣見的艱澀抽象，卻也不像一般科普書為了通俗而犧牲知識承載度。

適當的「概念化」提供認識世界的新角度，而不只是有關世界的新知

識，就這點來說，本書相當成功。對醫療化形式的概念化，為認識當

代醫學發展的社會研究，提供一個或有偏頗但瑕不掩瑜的完整圖像，

對來自醫學或人文社會科學領域、自學或教學的讀者來說，都是起點

不低的入門書。

因此即便有前述的質疑，本書絕對值得譯介。

那麼，如何讀這本書呢？林文源在導讀〈掙脫怪異知識空間：從

醫療化理論到在地處境〉裡，期望這本書的譯介應盡可能與在地處境

及知識社群發生關聯。因此他不單純評價本書或闡述醫療化理論，而

是反省理論脈絡與在地問題性，冀望更有效促成本書的在地轉變。林

文源以「在地問題性」為出發點，從「知識空間」的角度提醒：由於

「知識後進國」受「先進知識」霸權的影響而產生對知識普遍性的誤

認，在非中心的在地創造擬似「先進國」但卻不屬於「先進國」脈絡

的知識，結果形成一個非此（理論輸入的在地）非彼（理論原產

地）、身首異處（抽離在地脈絡的理論套用）的怪異知識空間或知識

處境。除了提供在地研究成果，釐清在地社會、醫療與批判性知識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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疊交織的多層次醫療化線索之外，林文源更以體制分析方法剖析台灣

腎病醫療化案例，闡明在地自我後進化的醫療化之獨特性，指向掙脫

怪異知識空間的可能性。

〈序言〉由「公醫時代」的陳柏勳和黃致翰兩位年輕醫師主筆，

面向醫療與健康照護專業評介本書，同時與林文源的導讀對話。他們

認為本書成功破解了對醫療化本身或其社會研究最常見的兩種迷思，

亦即「要不是認為醫療化是種百害無一利的威權壓迫與資本掠奪，就

是認為醫療化的社會研究不過是社會學家以奪取醫療專業權威為目的

的各種抹黑。」從而有助於醫學專業對自身、醫學和醫療體系之社會

角色的反思。此外，他們也透過中醫治療更年期和轉骨方的例子指

出：現代醫學透過醫療化框構出新疾病的知識空間，但囿於本身的知

識、技術以及資源限制，仍在此知識空間留下許多空隙，甚至是模糊

不清的灰色地帶，而中醫藉由重新結合、拼裝經典醫籍的論述，創造

出符合現代醫學接受的名稱，在此新疾病的知識空間找到發聲的位

置；據此，他們甚至提出「中醫之醫療化」議題的可能性。

這種別開生面的醫療社會學者（導讀）與醫學專業（序）的對

話，正是譯介本書期望看到的社會效果之一，也示範了「掙脫怪異知

識空間」的可能方式，值得讀者細細品味。

翻譯本書的揪團行動出奇順利，多數夥伴沒怎麼思考就爽快應

允，婉拒的主要也是因既定工作計畫而無暇抽手。在這個發表期刊篇

數積點為主流價值的時代，仍有這麼多人願意花心力在沒有點數的翻

譯上，令人感動！這些翻譯夥伴及負責章節如下：許甘霖（東海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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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系；原序、誌謝、第一章）、成令方（高雄醫學大學性別研究

所；第二章）、徐畢卿（成功大學護理系；第三章）、陳志軒（台東

大學特殊教育系；第三章）、曾凡慈（輔仁大學社會系；第四章）、

胡郁盈（高雄醫學大學性別研究所；第五章）、尤素芬（高雄醫學大

學醫療社會學暨社會工作系；第六章）、郭文華（陽明大學科技與社

會研究所；第七章）、邱大昕（高雄醫學大學醫療社會學暨社會工作

系；第八章）。各章譯完後分別相互校閱，經原譯者修改，再交由我

統一校閱並統整術語翻譯及文句風格。校閱過程中難免有歧異之處，

感謝夥伴們對翻譯主持人的尊重，也因此若仍有誤譯疏漏之處，當然

是我的責任。

修訂完稿後，再請潛在讀者試閱，標出艱澀難懂的字句，再由我

斟酌修改，全書重新潤飾後定稿。這些潛在讀者包括「公醫時代」的

陳禹安（長庚醫學系）、廖偉翔（成大醫學系）、陳宗延（台大醫學

系）、廖郁雯（輔大公衛系）；郭文華邀請的幾位醫師：葉旭霖（新

光醫院）、孫齊（禾馨婦產科診所）、陳煥武（林口長庚醫院）、王

業翰（基隆醫院）及沈書慧（台北榮民總醫院）；以及東海社會系博

士生林昌宏（台中慈濟醫院）和研究生楊儒晟。感謝他們的參與，讓

本書更具可讀性。

最後附帶說明翻譯體例：本書專有名詞或概念（特別是醫學術

語）的翻譯，我們根據出現脈絡採「出處原則」（如學術、專業或官

方文獻）和「從眾原則」（即透過Google搜尋最常使用的繁體中文譯

法）。
許甘霖 

於東海大學社會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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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醫時代主編陳柏勳（陽明大學科技與社會研究所）

發言人黃致翰（陽明大學公衛所政法組博士班）

如果你是醫療專業人員，或者曾經身為病人，看到這本書的書名

《社會醫療化》，會對書中的內容充滿什麼樣的想像呢？

不可能全部的人有同樣的想像，甚至，我們也很難說「大部分」

人會有何想像。但是，我們可以想像一種想像：描述醫生濫用自己的

專業權威，以醫療化為工具，達到歧視、政治打壓等等的社會目的；

描述醫療產業資本階級以金權操弄法律制度而以自由市場為幌子行專

利壟斷之實，以研發為由合理化所牟取的暴利，並藉由對醫生或病人

的直接廣告行銷而發明疾病，創造需求，賺取不義之財。總之，在這

一種想像中，這本書大概可被意識形態歸類為一種仇醫、反商，或用

專業的術語包裝為反醫學帝國主義、反醫療商品化的陳腔濫調。

但這樣的想像是錯的。

如同作者在書中多次強調的，「過去研究顯示，支撐了醫療化過

程的，是常民與專業主張建立者間的互動，而不是『醫學帝國主

義』。」

之所以本書精彩又啟發性十足，便在於作者以深厚的社會學功

力，藉由近代史或正在發生的實例，如實且細緻地解析了一個又一個

原本不被醫療專業介入的個人或社會問題，是藉由哪些條件促發、哪

些社會行為主體如何互動，而成為一件被社會大眾理所當然認為該由

醫療專業介入的「人類境況」，並因此而被概念化為一種「疾病」。

序　破除醫療化的迷思



- 7 -

這就是醫療化。

更具啟發性的是，除了醫療化的成因與過程之外，作者試圖先盡

量抽離個人的主觀價值判斷，如實地描繪了醫療化的具體後果現象，

但作者並不試圖做出一個如同鏡子一般完全屏除主觀價值而反射客觀

世界實在這種邏輯實證主義已證實不可行的結論。而是以客觀為工

具，幫助解析這些發生在不同「被醫療化者」與不同社會環境中所產

生的不同程度且多樣化的各種正面與負面後果。

以書中所舉的注意力缺失過動症之醫療化為例，雖然會導致社會

問題個人化而削弱了政府或社會尋求醫療以外更好的解藥的動力，但

也有助於偏差行為的去政治化。具體而言，筆者從臨床兒童身心科醫

師的經驗分享中得到的啟發是，在現代台灣這樣一個壓迫、權威、升

學主義、考試主導教學、外在價值大過內在價值的教育體系之下，對

於嚴重的過動症兒童的醫療介入，確實解決了不少校園霸凌現象。但

這究竟是不是一種飲鴆止渴？又是另一個值得社群辯論的議題了。

總之，本書成功地破解了對醫療化本身或其社會研究最常見的兩

種微妙的迷思，亦即要不是認為醫療化是種百害無一利的威權壓迫與

資本掠奪，就是認為醫療化的社會研究只不過是社會學家以奪取醫療

專業權威為目的的各種抹黑。

中醫藥從業人員可別以為「醫療化」是洋人的理論跟中醫藥沒關

係，也別幸災樂禍地認為只有現代醫療是醫療化討論的對象，接下來

將舉兩個例子看看中醫藥從業人員為何也需要瞭解醫療化？我們是如

何將中醫藥知識與「在地知識」捲進醫療化的漩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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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代醫學的更年期症候群已是醫療化研究的常客，中醫門診、中

藥房甚至是養生保健座談，也常有婦女因更年期症候群前來求診或諮

詢，身為中醫藥從業人員的我們也該瞭解中醫藥教材是如何認識更年

期吧！Volker Scheid提到，傳統中醫是沒有更年期症候群的，但是面對

現代醫學狂潮般地傳入，中醫只好提出「辨證論治」來與現代醫學的

「辨病論治」做區隔。1960年代四川成都有一群中醫師在編教材時將

現代醫療定義的更年期症狀：潮熱、潮紅、盜汗、黏膜乾燥等定性為

陰虛證，在臟腑定位的討論中，想起了老祖宗的遺教《內經》〈素

問‧上古天真論篇第一〉：「岐伯曰：女子七歲，腎氣發，齒更髮

長；二七而天癸至，任脈通，太衝脈盛，月事以時下，故有子⋯⋯七

七，督脈虛，太衝脈衰少，天癸竭，地道不通，故形壞而無子也。」

女性於14歲（二七）因腎氣充天癸至而有月經，至49歲（七七）天癸

枯竭而停經，這樣的論述非常符合現代醫療對女性荷爾蒙變化的認

識，就在無法精準切割的情況下，更年期症候群就像吃了哆啦A夢的

「翻譯蒟蒻」變成「腎陰虛證」啦！在近年來強調互通的兩岸關係，

此概念也交流進台灣中醫的教材。我們不難看出現代醫學框構

（framing）出新疾病的知識空間，卻受限於本身的知識、技術以及資

源的限制，仍在此知識空間留下許多空隙，甚至是模糊不清的灰色地

帶。中醫便藉由重新結合、拼裝經典醫籍的論述，創造出符合現代醫

學認可的論述，在此新疾病的知識空間找到發聲的位置。

另一個例子也與生長規律有關，本書提到生技產業是近年來加速

並推動醫療化的新興主力。走在台灣街上您是否也有類似的經驗：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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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院所前「轉骨方」、「轉大人方」的廣告旗幟飄揚，藥妝店架上的

四物飲、登大人方琳瑯滿目。安勤之以四物飲說明食品、藥品與健康

食品三者間的關係是多麼糾結、分界是多麼曖昧，發現廠商是多麼有

創意，將民間傳統文化（藥食如一）和中醫藥知識（四物湯補血）濃

縮進一瓶裝有黑嚕嚕藥液的曲線瓶。這樣的操作不僅隱喻青春期少女

的身體是處在缺乏的狀態，使用轉骨、轉大人、登大人等修辭，也揭

示外貌、身高、身材更是職場上另一個較量的戰場。我們／中醫藥從

業人員在有意無意中與生技公司攜手合作，或者就是生技產業的成

員，藉由「提增」（本書第四章）的操作，連結民間傳統文化，使中

藥得以模糊曖昧的身分進入保健食品的市場。這樣看來，身為中醫藥

從業人員的我們不但無法置身事外，更在有意無意間將中醫藥知識與

「在地知識」捲入醫療化的漩渦。

對於中醫的醫療化，筆者認為可進一步思考：「補充與另類醫療

（CAM，Complementary and Alternative Medicine）」、「傳統醫學

（TM，Traditional Medicine）」與西醫體系的匯合，是否亦是醫療化

的另類展現？藉由「知識空間」的相互框構與填補，使全球化

（globalization）和在地化（localization）得以雙向進行。也就是說，

當我們以中醫作為觀察醫療化的一個獨特視角，不但能指出Peter 

Conrad太過著重西醫體系，忽略其他醫療體系（CAM、TM、甚至是

保健食品與營養增補劑）在醫療化過程的影響；再者，鑲嵌在華人日

常生活脈絡中的中醫藥，更能具體且全面地分析醫療化的全球在地化

過程（glocalization）。如此一來，我們既可拓展醫療化的研究範疇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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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對在地醫療有深刻的理解。

身為醫學生時，受到純粹的醫學科學教育薰陶，曾天真地以為，

一個「身體狀態」不論多麼不像疾病的概念原型（ c o n c e p t u a l 

prototype），例如不會導致主觀症狀又盛行率高的高血壓，其是否被

定義為「疾病」根本不重要。我們只要能研究出像是高血壓這種「身

體狀態」本身的危險因子，或研究出其本身又是不是其他「身體狀

態」的危險因子，而這最終的「身體狀態」又會導致怎麼樣的主觀不

舒服與客觀功能、軀體、或壽命的減損，並找出各種消除危險因子以

降低最終病人所在意的後果（outcome），就可以建構出醫學專業的知

識基礎。我們只要客觀地將這些醫學知識闡述給高血壓的病人聽，並

告知服降壓藥與不服降壓藥的後果，將服藥的決策權交給病人，就是

一個符合醫學倫理的專業醫師。

但進入臨床實務，才發現事情並非如此簡單。

例如，你說高血壓是不是病不重要，但病人問你既然不是病為何

要吃藥？不是病為何要看醫生？你說高血壓是不是病不重要，但病人

問你既然是病為何你說他身上的不舒服都跟高血壓無關，既然不是病

為何不吃血壓藥之後中風要被其他人罵我不好好照顧自己的身體是浪

費健保資源？

又例如，我們該用何種態度，或者說採取何種個人或社會行為去

面對一個沒有任何已證實的醫療介入對病人有好處的「身體狀態」

呢？

對於台灣的醫生，本書最大的貢獻應該是能讓醫生破除封閉的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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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巨塔內養成的「只有醫療介入是介入，只有醫療後果是後果」的狹

隘觀點，學習將「醫療化」或其他各種社會現象，視為一種能產生重

要後果的介入。

以上序言為「公醫時代」成員之集體創作。公醫時代是一群關心

台灣健康照護體系發展的年輕人，包括第一線的健康照護工作者、學

習者、法律專家、社會學家、公衛學家、媒體工作者。我們不願只是

埋怨、總是訐譙；也不甘心蒙住雙眼，選擇逃避。所以我們聚首，一

起學習、相互對話，也希望邀請更多的朋友，共同為台灣的健康照護

體系，「重新找回公共性」。（有興趣請搜尋FB粉絲專業「公醫時

代」及「醫師勞動條件改革小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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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對社會的醫療化的興趣已有很長一段時間。博士論文是對兒童

過動之醫療化的參與觀察研究（Conrad, 1976）。博士論文之後是更為

歷史性地說明偏差的醫療化，即後來與Joseph Schneider合著的《偏差

與醫療化》（Deviance and Medicalization, 1980）。轉向其他社會學議

題十年後，我藉由一篇回顧醫療化與社會控制的文章，又將注意力轉

回醫療化（Conrad, 1992）。此後近十年間，直到完成一篇以醫療化來

整合遺傳學之公眾論述的論文前（Conrad, 2000），對醫療化的著力不

多。

上個世紀接近結束之際，愈發清楚看到環繞著醫療化正發生種種

明顯的轉變，於是那個從未消褪的興趣又被撩撥起來。我的知識重心

已超越「偏差」而轉向探討以醫療化為主軸的更廣泛議題。第一個想

法是對醫療化提出全面說明，回顧並整合與該主題相關的文獻，完成

一本醫療化專著。但開始鑽研文獻後，便瞭解這個任務太過艱鉅。實

在有太多的人類困擾問題被醫療化，且有太多的學者—歷史學家、

社會學家、人類學家、醫師、女性主義者等等—早已檢視其中的許

多環節並分別發表出版。

我認為對醫療化做出全新社會學檢視的時機已到，便著手回顧關

於這個主題的重要著作，並將分析聚焦於反映出醫療化不同面向的案

例。就檢視的案例與觸及的醫療化議題而言，我採取策略性而非全面

性的目標設定。我習慣歸納地看待問題，從案例得出更概括的概念性

認識。我運用這些案例來展開有關醫療化內部變化的更多認識，特別

是過去逾三十年來所發生的轉變。

原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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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而言，我會選擇感興趣的案例。當然還有很多重要的醫療化

案例可以檢視，比如說肥胖症、生育、睡眠困擾、各種成癮、憂鬱症

或創傷後壓力症候群的擴展。但我選擇看起來能夠反映出醫療化之重

要變化的案例。我的作法是依序檢視案例，並在過程中募集研究生為

合作夥伴。這是個受益良多的經驗，且已有多篇合著的論文發表（見

本書的〈誌謝〉）。我透過這些案例檢視醫療化的特定剖面：醫療化

的延伸、既有分類的擴展、生物醫學提增的醫療化，以及一個去醫療

化之延續的經典案例。在這些案例及其他例子的基礎上，我提出一些

新的概念性認識。這些在本書最後兩章以及另一篇獨立的論文中

（Conrad and Leiter, 2004）可以清楚看到。

身為醫療化研究者超過三十年之後，我更確信醫療化是個具有重

大社會學意義的主題，而且對社會具有重要意涵並有增速作用的趨

向。希望本書能對這個主題提供新的看法，並促發其他人進一步檢視

這些議題。

第一章描述醫療化的特徵，簡短回顧醫療化的興起及一些持續進

行的爭議，概述過去二十年來醫療中的某些變化，並提出為醫療化創

造市場的重要性。接下來四章分別以特定的概念議題檢視醫療化的具

體案例：從一個性別到另一個性別的醫療化延伸；從一個明確病症到

包含更多人口的診斷擴展；作為一種醫療化形式的生物醫學提增；以

及重新醫療化的可能性。最後三章分析醫療化的量測、該現象之推手

的轉變，以及醫療化對醫療、病患和社會帶來的某些後果。

其次，這四章也同時檢視對新醫療產品之需求的創造，以及製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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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醫師、消費者和保險公司在醫療市場興起及人類困擾問題醫療化

過程中所扮演的角色。到目前為止，婦女的困擾問題比男性的困擾問

題更容易醫療化。第二章檢視三個男性愈來愈被視為醫療產品市場的

案例，其中男性更年期、禿頭和勃起功能障礙分別呈現不同程度的醫

療化。第三章檢視成人注意力不足過動症的興起，來說明一個主要被

看成兒童及青少年疾患的既有醫學分類，如何擴展而納入全新的成人

群體。這類型診斷擴展的根源，包括醫學主張建立者、消費者需求，

以及製藥產業市場的成長。愈來愈清楚的是，生物醫學提增的可能性

會擴大醫療化。第四章分析人體生長激素的案例，這偶爾被拿來當作

特發性身材短小、老化，以及運動員表現的醫學提增。一旦科學（特

別是遺傳學）發展出對消費者充滿誘惑且對生技公司有利可圖的新介

入方式來「改善」身體和表現，這種醫學提增可能發展成一種特定的

醫療化型態。第五章先回顧同性戀去醫療化的重要例子，接著評估醫

學知識中幾個變化的衝擊、男女同志運動，以及重新醫療化的社會條

件。雖然醫療市場的角色不大，生物技術可能依然是個重新醫療化的

媒介。

接下來三章聚焦於更為一般性的醫療化議題。第六章處理醫療化

的量測：醫療化程度為何，以及我們如何加以量測？雖然愈來愈多醫

療化分類的明確數量難以計算，至少能看出醫療化正在擴張。這章提

出三種估計醫療化總數日益增長的方法。第七章聚焦於新興的醫療化

推手。過去三十年來，醫療化背後的推動力量已從醫療專業、社會運

動，以及生物技術、消費者和管理式照護的組織間或組織內衝突轉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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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來。這章聚焦於創造醫療化市場的重要性。最後的第八章分析醫療

化對我們的文化、社會、醫療，以及病患（消費者）造成的後果。許

多對醫療化的零星抗拒也出現了，這有部分是對醫療化擴散及其意涵

的回應，或許是未來發展的先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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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療化的研究寫作，斷斷續續已超過三十載。這段時期欠下很多

知識債，多到無法全部記住並在此一一致謝。在這裡只能向那些協助

本書研究、寫作和分析的人表達謝意。

本書有幾章的較早版本，是先以論文形式發表於期刊或專書。其

中部分是與我指導的優秀學生合寫的，很榮幸在Brandeis大學教到她們

並一起共事。第二章的大部分與Julia Szymczak合寫，其他部分則是與

Valerie Leiter合作；第三章和第四章與Deborah Potter共著，與最初版本

有點差異；第五章與Alison Angell合寫，曾以較短的篇幅發表；第六章

其中一節來自與同事Cindy Parks Thomas、Elizabeth Goodman和

Rosemary Casler的合作論文；第七章的一小部分與Valerie Leiter合寫；

與Cheryl Stults和Heather Jacobson共同完成的研究在第六章。我要感謝

所有這些學生和同事對本書的貢獻，沒有她們這本書無法完成。希望

她們對寫作本書而修改那些作品感到滿意。

我要感謝Shron Hogan，對於如何將已發表的期刊論文改寫成本書

的核心章節，她是個很棒的顧問和編輯。感謝Elizabeth Ginsburg組織

和查找引文及參考書目的辛勞。我也要感謝Johns Hopkins大學出版社

負責我這本書的編輯Wendy Harris，在我完成此書期間給予的支持和耐

性。而Mary V. Yates仔細的審稿校對，也銘感於心。

幾位同事在手稿階段讀了其中部分的章節或摘錄，並提出有用的

評論，這是撰寫本書期間最經常的收穫。他們是Renee Anspach、

Charles Bosk、Phil Brown、Michael Bury、Steve Epstein、Emily 

Kolker、Allan Horwitz、Susan Markens、Peter Nardi、Dana Rosenfeld，

誌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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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Stefan Timmermans。我要感謝所有這些朋友和同事，並對那些因

不小心而漏列者致歉。當然以上這些慷慨的夥伴毋須為本書仍有的缺

點負責。

本書的某些材料先前都發表過了，感謝有關出版社同意讓這些材

料納入本書：第一章的素材曾發表於Annual Review of Sociology、The 

Handbook of Medical Sociology（Prentice Hall）和Journal of Health and 

Social Behavior；第二章以不同形式出現於Medicalized Masculinities

（Temple University Press）和Journal of Health and Social Behavior；第

三章和第四章以稍微不同的形式發表於Social Problems and Sociology of 

Health and Illness；第五章以較短篇幅發表於Society；第六章其中一節

是以發表於Psychatric Services的研究為基礎，第七章的較早版本發表

於Journal of Health and Social Behavior；第八章的某些段落則發表於

Annual Review of Sociology和The Handbook of Medical Sociology。感謝

有關出版社允許我修改文章而重刊於本書。

我要感謝Brandeis大學提供支持的學術環境、Mazer教職員獎助

金，以及讓計畫可以順利進行的穩定輪休。

最後，感謝家人的愛與支持。特別是太座Libby Bradshaw，她是個

學識淵博而睿智的醫師、我想法的攻錯者（有時是批評者），同時也

是最棒的生命伴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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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文源　國立清華大學通識教育中心教授

帝曰：五臟應四時。各有收受乎。

岐伯曰：有。……北方黑色，入通於腎，開竅於二陰，

藏精於腎，故病在谿。其味鹹，其類水，其畜彘，其穀豆，

其應四時，上為辰星。是以知病之在骨也。其音羽，其數

六，其臭腐。 《黃帝內經•金匱真言論篇第四》

閱讀本文之前，請先想想您瞭解這種醫療身體的知識嗎？若不瞭

解，請再想想為何會如此？

一、簡介
1

醫療化（medicalization）理論是醫療社會學的重要概念，從

Thomas Szasz（1960;1970）、Eliot Freidson（1970）、Ehrenreich與

English（1973）指出醫療專業擴張知識類屬與專業宰制、Irving Zola

（1972;1977）、Ivan Illich（1974;1975;1977）統稱其作為社會控制機

制與造成「醫源病」（iatrogenesis）到Peter Conrad與Josepth Schneider

（1980）釐清其中道德企業家的競逐開始，一直到近年累積相當豐富

的討論。

導讀　 掙脫怪異知識空間：從醫療化
理論到在地處境

1 本文改寫自作者近年研究成果，尤其第一、第四部分改寫自林文源（2012）。

為節省篇幅，其中引用、註釋等詳細資料請參見原文。作者希望感謝許甘霖、成

令方、陳禹安、郭文華與公醫時代的朋友對初稿提供的建議，更感謝歷任研究團

隊許雅筑、吳晨音、張君熒、吳映青、陳奐宇、李容慈、韓采燕、蔡明傑、曾柏

嘉、江順楠、陳紫婷與洪薇嵐對累積本文相關研究的協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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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書是醫療化理論大家Peter Conrad彙整其三十餘年對歐美（主要

是美國）醫療化趨勢的研究，對於理解醫療化理論與美國當代醫療化

現狀相當重要。很高興本書在許多學者的努力下翻譯完成。為不辜負

如此龐大的翻譯工夫與心血，筆者期望這個翻譯不但促成（enact）本

地讀者理解醫療化理論，更使這個批判性理論有助於正視在地處境。

因此，本導讀重點放在反省理論脈絡與在地問題性的關係，希望使本

書發揮正面的在地效用。

以下先簡介醫療化理論，其次從「在地問題性」的角度出發，指

出閱讀本書的方向。本文從「知識空間」（knowledge space）角度，

提醒忽視在地脈絡而生產出非彼（理論原生地）非此（引進理論的在

地）的怪異知識空間現象。為避免這種問題，本文提供在地研究成

果，釐清在地社會、醫療與批判性知識層疊交織的多層次醫療化線

索。最後，本文以體制分析方法剖析台灣腎病醫療化案例，釐清既有

醫療化理論忽略的自我後進化特質。
2

這些提醒，希望有助於讀者在閱讀本書，理解大師論述與美國經

驗時，能同時關照在地醫療化現實，進而拓展在地健康、醫療與疾病

研究的知識空間。

2 以下所指醫療體制，是指結合知識、互動、組織、制度、論述，甚至具體物質

與工具等所構成的治理關係。體制變化有其持續性，但受持續變動事件的影響。

藉由描繪體制變遷，我們還原看似中性、客觀的醫療知識、專業、政策的社會佈

署與競逐，藉此有助於增進理解在地醫療體制脈絡下，政策、專業與社會互動下

的治理模式（林文源，2014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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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醫療化理論
3

如同本書第一部分指出，在醫療化命題的累積研究指出醫療化的

幾種影響層面。首先，在知識與疾病認識論層面，醫學知識擴張對疾

病或不健康的定義，包括從急性疾病到預防慢性疾病，從已存在的人

到未出生的胚胎，還有原本非關疾病的美容美體與健康加值（健康食

品、預防性藥品）。醫療化過程將充滿爭議與可能性的生理、精神，

到生活形態，甚至是潛在基因相關處境，化約為客觀、中立的疾病與

健康議題。

其次，在個人認同層面，醫療由原先的疾病治療，擴大為牽涉生

存各層面的生活形態醫療，除了成為個人社會認同與存在的基礎，也

成為行動者解決具體困難、面對認同問題的策略。

再者，在醫療體制與社會存在層面，醫療化論者批判醫療體制的

官 化、科技與醫藥產業過度氾濫、專業壟斷、決策權過於集中、將生

命與社會問題化約為醫療問題，使醫療變成管理社會存在的體制，對

臨床、社會、文化造成反效果。龐大醫療產業造成的醫療支出成為個

人與國家財政的重擔；過多的手術與藥物摧毀身體自療能力；醫療主

宰生老病死的經驗，扼殺人們學習面對疾病、生命議題的能力。甚

至，過多醫療導致醫源病。

最後，在醫療專業擴權與社會治理上，醫療體制將原本被視為宗

教、社會層面的問題，轉為醫療定義下的疾病，由藥物或醫療機構對

3 詳細介紹與檢討請見林文源（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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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人進行管控。或者以健康、公共衛生之名，藉醫療科技、醫政與藥

廠的複合體制，行使社會治理、牟取利潤，甚至以醫療意識形態消弭

對潛在社會問題的批判與衝突。而這些制度層面的轉變也在政策實務

上造成具體影響，例如醫療財務支出。

（二）既有主要辯論焦點

醫療化理論的首要議題是關於醫療專業權力擴張。醫療專業最早

被指認為醫療化的推動者與獲益者，批判者指出藉由擴大疾病類屬，

使道德、社會價值，甚至生活／生命形態的差異，都被化約為客觀病

理事實。這不但在存在、認識論與文化意義上，使社會大眾臣屬於醫

療專業的治理，更因為醫療與政治、法律、教育、經濟等制度的連

結，助長了醫療專業權力擴張。

然 而 ， 反 論 者 指 出 醫 療 專 業 的 「 無 產 階 級 化 」

（proletarianization）與「去技術化」（de-skilling）：因為醫療商業

化、產業化，甚至醫療集團上市成為股市投資標的，加上醫療保險與

管理介入、醫療高度科技化、民眾自主與醫療權益意識提升、醫療訴

訟增加等，使醫療專業在實際工作決策、專業自主性，甚至社會影響

力，受到嚴重剝奪的現象。

另外，醫療擴張的動力與旨趣，則不再侷限於醫療專業：例如藥

廠為促銷藥物，「拓展」疾病範圍，如憂鬱症、高血壓等；科學研發

也不斷擴張，進一步挖掘出「潛在」疾病，如基因醫學；又如過動

兒、慢性疲勞症候群、重症肌無力病患、性功能低下等病患團體與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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費者團體推動疾病認定，以去除污名與爭取醫療給付；而多重醫療使

用下，多種非生物醫療專業介入，雖然擴張醫療、卻降低（生物）醫

療專業影響力；還有醫療保險制度等管理式醫療，資本市場以及背後

廣大投資機構，更是已發展國家中，醫療擴張的重要推手。

近年更有以社會變遷角度，釐清醫療體制的擴張與變化。在新自

由主義的管理潮流下，醫療一方面愈來愈集團化與企業化，另一方面

也愈來愈受到國家控制。組織上，醫療服務的集團整合化與績效競爭

趨勢下，醫療服務與市場競爭加劇，壓縮專業自主執業空間；專業生

涯發展上，醫生也趨向成為醫療企業家，且醫療專業之間的收入差距

擴大。此外，在生技產業、藥廠、高科技儀器主導的影響下，醫療更

受到研究、產業與技術發展的引導。整體來說，醫療化現象與其理論

辯論整體的面貌已經愈形複雜。

二、非彼非此的怪異知識空間

本導讀希望有助在地研究者立基本地現實，除了理解醫療化理

論，更希望能積極與之對話。以下先提醒反省不自覺套用普遍理論、

忽略在地，反而促成非彼亦非此的怪異知識空間，例如怪異醫療化的

危險。 

（一）知識空間命題

「知識空間」的思考繼承「科技研究」與「科技與社會研究」

（Science and Technology Studies; Science, Technology and Socie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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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ies，皆簡稱STS）的觀點，探討知識實作如何促成認識脈絡、架構

與預設等議題。從愛丁堡學派（Edinburgh School）將社會脈絡帶進知

識建構開始，一直到當前的後殖民STS研究，科技知識從原本被視為

描述客觀現象的普遍性真理或定律，轉而被定位為發生於具體在地脈

絡、改變時空狀態，甚至是形成特定現實認知方式的實作中介過程。

在這種觀點下，源自特定處境脈絡的認識實作，不但發展出帶有

特定情境特質的知識，且這些知識也帶有獨特認識基礎與侷限（Law, 

2004; Latour, 1988;1993; Chakrabarty, 2000; Viveiros de Castro, 2004; 

Escobar, 2008）。知識脈絡、認識實作、知識體制形成不同經驗、概

念與後設層次的知識空間，進一步再經由實作支持、引導、限制我們

如何認識與介入現實（Lin and Law, 2014;2015; Law and Lin, 2010; 林文

源，2014b）。

以醫療化為例，這包括：

1經驗脈絡：是相關制度性存在與實作空間。例如，醫療臨床專業、

臨床指引制訂單位、醫學會、醫學院、保險單位、醫藥與器材商、

臨床與產業研究者、病患團體、醫療政策制訂者，甚至是媒體、公

衛、醫管及人文社會的醫療相關研究者等，在臨床、制訂標準、研

發、教學、發言、治療、議價、制訂政策，或發起行動等過程，參

與打造現實我們所體認的醫療脈絡，並逐漸拓展體制，造成如醫療

化批判所言的醫療擴張現象。本書提供了相當詳盡的美國本土脈絡

與發展過程。

2概念架構：是關於知識架構對世界的再現，展現為特定知識所界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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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根本議題與知識範疇。如諸多醫療化論者在各種案例的討論中指

出，20世紀人類見證生物醫療的知識內涵上的爆炸性成長，而本書

的各種案例中亦見證此點。在此提供一個簡單的數據作為參考，以

「國際疾病與健康相關問題分類」從1980年代建立的第九版（ICD 

9）到當前的第十版（ICD 10）的疾病碼與處置碼（例如手術、檢查

等）數量上的差異，可窺見生物醫療知識的擴張程度：疾病碼從

13,500個增加到68,000個，約五倍，其中也有許多分類原則與項目歸

類的轉變；處置碼從4,000個增加到 90,000個，約22倍。這些增長與

轉變表徵著三十餘年來，生物醫療因應／促成各種新型疾病、治療

所衍生的改變，造成分類與處置的知識空間不斷拓展。

3後設視野：是關於特定知識架構或知識生產制度所預設、促成的現

實本體與其規範性視野，如何引導、改變或阻止其他現實實現的可

能性條件；也就是特定知識領域或概念架構的本體論、規範與政治

預設所促成的後設知識空間，會排除不同社會處境、文化認知與世

界觀脈絡下發展的視野。例如，在醫療化討論中，往往預設生物醫

療擴張的醫療化，因此，生物醫療預設的實證身體觀與本體論觀

點，逐漸成為理所當然的現實。然而，在此必須提醒讀者，本地與

Conrad討論的美國社會差異。本地有豐富的多種醫療知識與文化，

例如歷史悠久的中醫藥傳統與在地社會生活緊密結合，其如開頭引

文所示的陰陽五行、經絡氣化身體觀與本體論預設以各種形式存在

我們的認知與日常言行中，這些後設視野也混雜在本地生物醫療大

幅擴張的過程中，形成不同於以生物醫療為單一主流的社會與知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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樣貌。

跟隨這個方向，知識空間的分析包括幾種層次。首先是體制分

析。源自STS發展的體制分析觀點強調科技實作與移動的具體脈絡，

這種觀點認為，科技移動牽涉到在特定時空的因緣際會

（contingency）中，物質、制度、論述與行動者如何共構，穩定為特

定科技與社會模式的（再）秩序化過程。體制分析跟隨事物發展或爭

議與社會過程（例如疾病分類、臨床指引或政策的改變），探討其中

多重行動者的關連，如何聚合為生產知識／理論的在地認識叢集與現

實樣貌，成為社會認知與行動依據。以體制角度對知識空間進行地形

探勘，著重掌握知識存在與實作的體制。因此，知識並非抽象或普遍

存在的，而是如同真實世界的地形樣貌，有起有伏，有各種異質構成

樣貌。也就是，若將科技存在具體化為脈絡化實作，則知識存在於各

種異質制度佈署所構成的體制脈絡中。體制分析有助於描繪多重行動

者漂移實作所構成的各階段結構化狀態，掌握不同在地的問題性與脈

絡（林文源，2014a）。在醫療化討論中，這展現為描繪醫療體制的發

展與轉變。

其次，是競逐佈署。將知識空間以地形類比，其實有單一化的嫌

疑。如同現存知識與現實是在多種競逐佈署鬥爭下，相對穩定的後

果，若以地形比喻，有以單一地形樣態實體化特定現實（或是對現實

的誤認）的問題。因此，對知識空間的探索，無論在制度、知識架構

或後設分析上，都必須包括在明確體制之外，仍保留為不可知、混

沌、黑暗、非主流狀態的模糊地帶。這些模糊之處此時可能與知識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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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因為極可能尚未跨越認識門檻）、可能出現但不被視為存在（因

為被主宰認識實作貶抑為個案、迷信或錯誤），或可能仍為各種假

設、猜想或弱勢（subaltern）處境。如此，除了明確的多重、多脈絡體

制樣貌，我們仍須探索那些尚未被體制化的、體制間彼此競逐的，或

是從屬於特定邊緣脈絡的微型佈署或位移等居間狀態（liminality）。

在醫療化討論中，這經常呈現為疾病類屬與定義的競逐過程中，許多

不同疾病版本的認識與實作佈署的差異與不相容。

最後，是另類存在。這是關於不可見、不可思議／異的知識空

間。這種狀態極缺乏實存的實證證明，已經超出社會、經驗實作的範

疇，也就是我們既有的「實證知識」、「經驗研究」、「社會科學」

的概念、邏輯、思維理路等範疇無力容納的事物。當我們已經不能再

以知識本身的預設或宣稱界定知識本身時，我們必須反省知識架構及

其創造的知識空間模式與預設，重新界定這些知識。也因此，因為社

會、經驗實作本身也促成特定的後設知識空間，因此，探索另類知識

空間往往必須跨越認識的邊界，帶回可能存在歷史上、另類文化的

「界外之思」。因此對知識空間的反省必須將認識實作的成果、過程

與預設納入反思，任何預設與存在都必須被對稱地看待；而要如此

做，其中的一種方式便是追溯知識實作，也就是在各種認識促成現實

的實作過程中，追溯各種異質、潛在現實如何浮現與消失的過程（林

文源，2014b）。在醫療化討論中，這經常展現為生物醫療對「另類」

醫療世界觀的貶抑與排斥，且同屬實證經驗研究的批判有時也無法理

解，無法以知識名之的另類醫療「文化」與「信仰」，例如開頭引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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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對應四時、色味、術數、陰陽五行的臟象知識空間。

（二）怪異的知識空間

簡而言之，知識空間是我們已／曾知、能知與所展望的世界樣

貌，在這些實存／可能範圍中，我們促成現實世界。許多關於知識生

產與變遷的研究中都有對應的討論，而醫療擴張問題本身就是專注於

醫療知識與實作如何改變各層次知識空間的議題。這種多層次的思考

架構，有助於反思我們的盲點。

從本地觀點而言，過去數百年來歐美「先進國家」
4
在武力、政

治、經濟與文化擴張過程中，使源自西歐北美脈絡的實證科學知識挾

其普遍性認識論與技術能力，隱匿自身知識脈絡的單一架構、線性史

觀與同質化世界的問題，而抹煞其他知識的正當性，創造全球性的同

質、普遍知識空間（Connell, 2007; Watson-Verran and Turnbull, 1995; 

Harding, 2011; Harding, 1991; Lin and Law, 2014; Anderson, 2002; 

McNeil, 2005; Schiebinger, 2005）。這種知識體制在當前仍因人、知

識、科技物與制度在留學、受訓、交流與引入等過程，深深影響世界

各地，而翻譯本書，甚至包括書寫本導讀的概念與分析方式，也是這

種過程之一。

因為在地受「先進知識」霸權的影響，產生對知識普遍性的誤

4 一般稱之為先進與後進，但本文從體制觀點出發，認為這種稱呼有規範性的謬

誤。各種體制脈絡基本上是不可共量的，但「先」「後」隱含模仿、追隨，甚至

追趕、單一標準與模式的意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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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使這些在地往往形成身首異處的知識處境：看似普遍的知識在非

中心的在地創造擬似「先進國」但卻不屬於「先進國」的認知實作，

不但無法正視在地脈絡，更在朝向霸權中心，不斷吸取（西）歐

（北）美理論的過程中，形成非此非彼的怪異知識空間（Ribeiro and 

Escobar, 2006）。以下簡單指出其中幾種怪異面向。

首先，是怪異的研究樣本與方法。近年的國際心理學領域

《Behavioral and Brain Sciences》期刊的一篇文獻回顧及其引發的討論

指出，發表在頂尖期刊上、以世界各地樣本進行認知、空間感到情感

面向的心理學研究，其實驗對象的取樣其實是集中在西方、受教育、

工業化、富裕與民主（Western, Educated, Industrialized, Rich, and 

Democratic）國家等特質、相當不具代表性的怪異（WEIRD：上述各

特質的開頭字母集合）樣本。
5
這項回顧清楚地指出一味跟隨普遍學術

宣稱的研究，在不自覺的篩選過程中，以普遍判准在各地製造知識的

普遍性。因此，缺乏反省研究方法與預設的結果是：宣稱在「世界」

各地進行的研究，卻其實以高度集中的同質樣本群體，偏頗地建立

「普遍性」、「全人類」心理狀態的科學宣稱。

其次，是怪異的在地學術社群。蘇國賢（2004）分析台灣社會學

界的出版量、出版標的選擇及文獻的引用文獻的關聯性，發現本地社

會學者之間的發表呈現互動極低、連結十分鬆散的簡單「核心—邊

陲」結構。其中許多研究者經常、密集地關注、引用國外研究，但卻

5 請見Henrich J., Heine SJ, Norenzayan A., 2010, Behav Brain Sci 33（2-3）:61-83; 
discussion 83-135. 



- 29 -

對國內相關學者呈現低度引用、低度對話與討論的狀態。也就是說，

研究者往往以（西）歐（北）美的想像讀者為目標，以中文著作大量

引用英文著作，探討（西）歐（北）美研究脈絡中的問題。這導致本

地研究者與讀者常常對國外問題與辯論有深入瞭解，但卻缺乏對本地

相關議題的基本認識。結果，在地研究者彼此間並未形成學術互動基

礎的「隱形學群」（invisible colleagues），而是成為研究上無視於彼

此、「對彼此隱形」的學群。

最後，是怪異的知識架構。當在地學界長期以西方理論為師、以

符合這些理論的經驗為研究對象，並以西方學術社群為想像讀者時，

自然容易忽略本地獨特的現象。例如：社會學繼承西歐啟蒙現代性的

立場，毫無疑問地接受實證科學思維模式、制度化發展與知識架構。

因此，社會學界隱而未顯地接受了現代性方案，將社會學的研究對象

設定為現代社會如何擺脫傳統而現代化的結果。以與醫療化密切相關

的醫療社會學來說，當台灣本地學者吸取（西）歐（北）美脈絡下，

因應生物醫療興起與轉變所發展的醫療社會學知識架構，而直接應用

在分析、整理本地醫療與社會現象時，便甚少看見在台灣社會無所不

在的中醫，卻發展出被「生物醫療化」（biomedicalized）的醫療社會

學知識架構（林文源，2014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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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些過程牽涉到許多特定的知識制度及研究實作的影響，在此無

法深究。
6
但無論是以怪異樣本所做的學術積累、對彼此隱形的在地學

術社群，或是無視於在地現實的知識架構，都突顯於異地誤認、錯置

「歐美」、「先進」社會與知識空間的怪異現象。

（三）怪異的醫療化

以這種觀點檢視醫療化，我們必須重視（歐美社會脈絡原生的）

醫療化理論本身原生的知識脈絡與其知識空間。在此意義下，請讀者

注意Conrad本書貫穿著美國醫療、社會、文化、政策的理論命題，背

後有哪些知識與社會脈絡。

Donald Light（1991;2005）認為Freidson等人的「專業宰制」命

題，是在挑戰1960年代Parsons功能論的學術背景下，批判當時美國醫

學會的體制化擴張。而David Coburn（2006）也以英國、澳洲的發展

指出，Gerald Larkin（1983）與Evan Willis（1983）等人在1980年代對

澳洲、英國醫療專業宰制現象的批判，除了反映當時政治與社會對醫

療體制的關注，也是受到當時當地社會學界對結構解釋、宰制議題的

高度興趣所致。Frederic W. Hafferty（2006）以美國經驗指出近年醫療

化論述背景的轉折，他認為1960年代最明顯的趨勢是醫療專業的體制

穩定與擴張，以及醫療進入司法體制的現象，特別是精神醫學的興

6 例如，近年台灣推動頂尖大學計畫與建立學術評鑑制度，創造出各種以特定期

刊索引資料庫（SCI、SSCI）為目標，更為集中於英文發表的學術累積，但與在地

現實的問題卻更為疏遠（反思會議工作小組，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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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1980年代後，因為資本和市場力量驅動醫療科技（產業）、醫療

基金與股票交易、院所產業化等高度成長等資本和市場力量驅動、加

上臨床醫療成為科學研究重要領域，形成更為複雜的醫療化和醫療專

業形構。Adele E. Clarke等人（2003）則更精確地以1985年為分歧點，

指出美國的新時代醫療和醫療專業形構趨勢，乃包含了：私有化醫療

科技服務複合體、風險與監控醫療、科技化醫療、資訊及與知識的生

產與分布轉變，以及身體與認同轉變等五大趨勢的「生物醫療化」

（biomedicalization）。

這些討論點出醫療化理論的盲點：主要理論家Szarsz ,  Zola , 

Freidson, Conrad, Clarke都是研究西歐北美，尤其是美國社會的案例，

但若讀者將其等同於「當代」、「全人類」經驗，便是怪異地理解醫

療化理論。在此意義下，請讀者注意本書英文標題：The Medicalization 

of Society: On the Transformation of Human Conditions into Treatable 

Disorders與其內容的落差。儘管完全未討論不同的區域脈絡，例如科

技原生地與非科技原生地的差異。
7
但書名中society、human卻都是全

稱。因此，若是非科技原生地的研究者未反省這一點，直接套用醫療

化命題，批判在地的醫療擴張，將淪為怪異的醫療化研究。簡而言

之，若是研究架構抹煞理論的社會根源與特殊性，將問題納入單一、

普遍性的醫療治理擴張，將使看似批判的醫療化理論掩飾其知識脈

絡，創造看似普同、單一的怪異醫療化知識空間。

7 僅在少數地方提到非美國情形但未納入理論反省，例如第七章提及日本的現

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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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紮根在地現實

為掙脫怪異知識空間，我們必須正視在地脈絡。以下以既有研究

指出，如何由在地體制脈絡，簡要定位幾種醫療化的在地問題意識。

其中不乏有可與Conrad對照的研究，例如社會體制、專業權力變遷、

知識轉變、器物引入與疾病存在預設等問題。希望讀者在閱讀本書、

思考其中的醫療化現象時，參照以下本地相關研究進行閱讀，必然能

發展更具創造性的閱讀經驗與思考角度。

在文化與社會體制變遷面向，陳美霞（2011）針對公共衛生體系

的變遷指出，1950年代起，尤其在1980 年代後，台灣醫療政策、市

場、與體制變遷，使公衛體系加速在醫療化與市場化的相互交織與加

深過程中，逐漸喪失原有功能。蔡友月（2007;2009）則將本地的精神

失序現象帶回醫療社會體制間的關係，以蘭嶼社會面臨的社會變遷，

以及達悟人在台灣社會面臨的衝擊與社會困境，理解其社群的精神失

序現象。她不但藉此反省生物精神醫學的藥物介入或基因解釋，更試

圖以醫療與社會體制交錯的複雜歷史、社會，與文化關連，探討部落

文化（巫醫）、基督宗教、生物醫療對於重建當地社群療癒機制的可

能性。

在專業權力擴張議題上，傅大為（2005）以橫跨百餘年的歷史篇

幅，描繪清末時的傳教士、日治時的產婆、掙脫殖民地教育體制的女

醫師、戰後的男性婦產科醫師等社群更迭過程中，使不同婦產醫療專

業掌握（女性）身體的詮釋與介入權力。他特別指出在1970年代之

後，因為婦產科醫師開業的「合作策略」、產鉗與婦產科技的廣泛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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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墮胎術流行、戰後外省籍婦女的出現，使男性婦產科醫師成為後

來主宰女性身體醫療的主要行動者。吳嘉苓（2000）則針對近百年台

灣生產專業的轉變指出，助產士消失並非經濟與教育成長的自然結

果，而是在國家、醫師、助產士、消費者之間的定義問題、工具與技

術使用、教育制度、證照制度與保險制度等機制作用過程中，而有不

同體制面貌，因此她提醒醫療化／專業化的各種機制，都必須放在特

定的社會文化脈絡來探究。上述研究中，如同許甘霖（2011）指出醫

療化的的三個層次─醫權政治即國家形式、治療型國家即政治策

略，以及醫療化即社會成型這三者間的脈絡差異，台灣研究者的醫療

化研究中，國家都扮演相當關鍵的角色。

在醫療知識與標準的轉變與移動上，吳嘉苓（2010）以台灣婦產

醫學體制變遷，發現從1990 代開始，由於剖腹產擴大為公共爭議，以

及其知識位階與研究標準的改變，產科醫師不再從事相關臨床因素研

究。而後出現的公衛、醫管與健康經濟學研究者，則將臨床因素黑盒

化，轉而以健保資料庫作為主要分析對象，著重以婦女行為與制度因

素為主要解釋模型與檢討因素的研究。傅大為與成令方（2004）則以

台灣泌尿科推廣威而鋼時的論述特質，著重科學、客觀的臨床證據，

以及亞洲及世界各國都普遍有效。這樣的論述特質帶有集中宣揚陽具

中心、單一性器官的病理化性治理型態。此外，針對國際知識的跨國

移動歷程，陳嘉新（Chen，2009）與曾凡慈（2010）指出在毒品減

害、遲緩兒篩檢標準上，台灣政策發展都有以政策參與者的個人國際

網絡、直接引用未知來源的國際數據現象，因而在本地體制中拼裝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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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標準與規範。而吳嘉苓（Wu，2012）亦指出台灣在1990年代與2000

年後的試管嬰兒胚胎植入數目的臨床指引與人工生殖政策爭議中，在

地行動者分別策略地引用英國、美國、歐洲的異質國際標準，作為臨

床指引與人工生殖政策依據。本文最後的腎病研究也指出在地專業忽

略爭議，強調國際標準的「自我後進化」問題。

在診斷與器物轉變上，蔡苓雅與王秀雲（2010）則指出，台灣的

子宮內膜異位症最早於1950年代出現，當時其診斷方式以婦產科醫師

觸診或是因其他腹部手術而連帶發現為主，患者相當零星。在1970年

代後，婦產醫學的地位逐漸確立，腹腔鏡科技也於家庭計畫推行的成

熟期引入，加上不孕科技的發展等相關醫療文化體制的建立，被診斷

為子宮內膜異位症的病患逐漸增加，也使經痛或不孕者成為潛在的病

人。許培欣與成令方（2010）分析從1970年代至今的種種因素如何形

成棉條與衛生棉的醫療社會體制差異，如：本地女性的使用慣習與身

體經驗、經期與處女膜的社會文化意涵、政府法規、行銷傳播、廁所

設備，甚至是婦產科醫師選擇部分過時的棉條訊息，以監控女性身體

等力量。這些影響造成被引進的特定經期科技產品（棉條、衛生棉）

為何被採用或不採用，同時也顯示在不同在地因素參與下，醫療專業

不必然能成功地推動醫療化。

最後，是疾病與身體存在的變化。鄭斐文（2012）由批判BMI作

為人口治理技術、藥物廠商的利益、正常／偏差的身體劃界等角度，

探討台灣於1990年代後肥胖的醫療化過程，對男女性分別在知識、論

述與社會意涵上，形成不同治理模式。邱大昕（2013）則概要地指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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盲人分類與鑑定的百年變遷。他指出「盲」的狀態並非穩固、一定的

存在，隨著不同制度分類、鑑定工具與流程而會出現不同的實體。在

傳統社會中，盲人的定義密切鑲嵌於社會情境及其所參與的活動，而

有較大的異質與流動性；而現代社會中的盲人則由各種標準化的制度

與測量界定，其中儘管醫療知識與鑑定是重要的一部分，但是卻非唯

一，必須在不同制度、脈絡與環境的歷史脈絡轉變中，才能界定

「盲」的定義與實體存在意涵。

甚至在後設層次，從在地特有的中醫發展過程來看，開頭引文的

中醫臟象身體與世界觀在過去百餘年已有相當轉變。例如皮國立

（2006;2012）描繪傳統中國醫家面對截然不同的生物醫學生理與病理

知識，採取的「醫通中心」或「亦中亦西」創新取徑。或是雷祥麟

（Lei, 1999; 2010; 2014）指出遭受科學挑戰與質疑的中醫藥進一步藉

由實驗室轉變，或是對氣化身體納入的機械性理解，甚至是融會中西

醫學的知識架構而創造新價值。或是林文源與John Law（2014）指出

台灣當前臨床中醫實作中所混雜的西醫器具與認識架構，也再再顯示

中國與台灣的中西醫疾病、身體觀交會下的世界觀轉變與重要脈絡差

異。

四、「自我後進化」的腎病醫療化

本文最後以21世紀以來台灣慢性腎病的急遽轉變，展示如何立基

在地體制轉變脈絡，正視在地「自我後進化」的醫療化以釐清既有

（以歐美脈絡為主的）醫療化理論的侷限，掙脫怪異知識空間。



- 36 -

（一）世界第一：新國病誕生

近年報章雜誌上常見類似的「台灣新國病」報導：

台灣洗腎人數比例、末期腎病發生率，都高居世界第

一，腎病變成台灣新國病……。

根據美國腎臟病登錄系統《末期腎臟病二○○七年年

報》顯示，台灣末期腎臟病發生率（新生病例）和盛行率

（累積總病人數），都是世界第一；在二○○六年，每百萬

國人中有四百一十九人被醫生宣判進入末期腎衰竭（俗稱尿

毒症），總數有五萬九百二十個病人正在接受透析治療（俗

稱洗腎），兩者比例都是全球最高。

然而，雖然台灣末期腎臟病發生率驚人，平均每天增加

二十三位透析新病友，但絕大多數病人在出現水腫、虛弱、

厭食、運動性呼吸困難等明顯症狀之前，根本不知道自己的

腎臟生病了，延誤診治時機。國家衛生研究院研究員溫啟邦

的研究分析發現，台灣地區罹患第一至五期慢性腎臟病盛行

率為一一．九％，總數高達兩百五十萬人……。

在生物醫學（biomedicine）理解中，慢性腎病（chronic kidney 

disease，CKD）是腎臟功能受損的慢性疾病，最終會惡化為腎衰竭

（end stage renal disease, 以下簡稱ESRD），必須接受透析治療（俗稱

洗腎）。從1980年代起，洗腎病患及相關財務議題受到台灣社會矚

目，其中慢性腎病罹患者卻是「隱形」的，並未受到官方與腎臟專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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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重視。

但2000年後CKD的防制體制卻迅速發展。腎臟醫學會2001年參與

衛生署慢性病防治委員會會議、2003年與國民健康局合作，推動「腎

病健康促進機構試辦計畫」，進行CKD推廣與篩檢、2006年受國民健

康局委託執行「慢性腎臟病政策規劃計畫」。2007年起，根據健保費

用協定委員會決議，腎臟醫學會再度接受健保局委託，規劃由健保特

約院所執行的「全民健康保險Pre-ESRD預防性計畫及病人衛教計畫」

（以下簡稱「衛教計畫」）推廣CKD後期（3b至5期）
8
篩檢與個案管

理。2008年，腎臟醫學會、國家衛生研究院與財團法人生技醫療產業

策進會合作，推動「慢性腎臟病防治科技研究計畫」。2010年，衛生

署政策指示腎臟病防治為主要政策目標之一，因此，腎臟醫學會與國

家衛生研究院於2011年舉辦「腎臟健康論壇」，邀集移植、護理、藥

學、公衛、營養等學會，研擬腎臟病防治政策共識與建言。最後，衛

生署於2011年啟動「慢性腎臟病患照護品質提升十年計畫」（以下簡

稱「十年計畫」）的初期四年計畫，進一步聯合各專科與院所，將防

治工作對象擴大到CKD 初期患者（1至3a期）。隨著這些計畫的「發

現」，國民健康局也宣稱占台灣人口三分之一、七百萬餘的三高（高

血壓、血脂、血糖）病患都是腎病高風險群體，總統甚至點名腎病為

具國安層次嚴重性的新國病。

8 共分五期，第三期細分a、b期。詳見下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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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此，短短十年間，台灣CKD醫療化過程使問題焦點由數萬名洗

腎病患，擴大到本地三分之一人口，問題範圍由六百家腎臟科透析院

所擴大到全國跨專科防治體系，預算層面由嚴格控制的透析總額轉為

積極投資的防治預算，而飽受污名的「洗腎醫師」則成為挽救新國病

的政策規劃、執行與評估者。這些報導、制度背後突顯的是CKD在台

灣迅速成為「新國病」，使衛政單位、官員、研究機構紛紛大力為慢

性腎病防治代言。

這個案例表面上看似符合醫療化與專業宰制。但它其實不同於在

科技原生地從知識生產、研究爭議、社會辯論與制度發展而發生的醫

療擴張。這背後牽涉到台灣醫療體制中，國際與在地醫療的知識、專

業與體制差異的議題。要重新理解在地脈絡，必須追問以下問題：首

先，本地腎病醫療體制為何在近年開始大幅轉變？其次，在轉變過程

中，國際因素如何影響「後進國」台灣CKD體制的樣貌？最後，在地

特殊體制如何形成獨特社會影響，尤其是其中知識、專業與體制面向

的怪異、「自我後進化」意涵。

（二）體制觀點

這案例突顯既有醫療化論述的全稱式架構缺乏「國際與在地互

動」的關鍵盲點，但卻可能是理解台灣醫療體制脈絡的關鍵。儘管非

科技原生地（如台灣）的醫療知識、專業，甚至醫政決策，都深受科

技原生地的影響，但既有醫療化、醫療帝國主義等研究的討論仍強調

批判國際政治經濟結構、先進國政府與企業惡行，對於瞭解後進國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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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體制轉變與問題脈絡幫助有限。

面對全球科技移動過程，帶有體制敏感度的研究著重「國際因

素」如何作為先進知識、標準、策略而與在地互動，也就是「國際因

素」使非科技原生國家的在地治理相當不同於科技原生國的經驗。例

如，經常與台灣同列透析盛行率與發生率世界前三名的日本與美國，

各有不同的慢性腎病體制發展軌跡。日本為政府主導，從1973年立法

補助洗腎，而後建立配套政策，1973年對公司雇員、1974年對高中以

下學生、1983年對40歲以上成人，逐步立法進行篩檢。美國則由民間

團體推動，1950年透析病患家屬與腎臟專業成立的「國家腎臟基金

會」（National Kidney Foundation，以下簡稱NKF）是美國與國際政

策、研究與標準的主導者。CKD發展上，NKF於1995年進行「腎臟疾

病後果與品質計畫」（Kidney Disease  Outcomes  and  Qual i ty 

Initiatives，簡稱KDOQI），1997年發表臨床指引，2002年根據KDOQI

流行病學研究，發表廣受全球引用的「腎絲球過濾速率」指標

（estimated Glomerular filtration rate，簡稱eGFR），取代尿蛋白（urine 

total protein）篩檢，建立病程與處置指引。在篩檢上，NKF在1997年

進行「腎臟（疾病）早期評估方案」（Kidney Early Evaluation 

Program，以下簡稱KEEP），篩檢美國民眾，並在2002年推動「腎臟

疾病：改善全球狀況」（Kidney Disease: Improving Global Outcomes，

簡稱KDGIO）結合多國參與成員推展全球腎病防治。但美國並未發展

全國性篩檢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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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2001年之前的「腎炎」

台灣慢性腎病防治體制建立則多有轉折。純粹看臨床發展，台灣

出現CKD，似乎只是引入eGFR定義的結果。但事實上，若從社會歷程

來說，台灣CKD是從環繞著「洗腎問題」的透析醫療體制演變為CKD

體制，其中有相當多轉折與斷裂。為突顯之間認識論轉折，本文以腎

病指稱腎臟有問題的狀況，其中「腎炎」是指以蛋白尿定義、

「CKD」則是以eGFR定義的慢性腎病。

台灣最早推動腎臟保健與防治的不是政府，也不是腎臟醫學會，

而是由洗腎病患組織的「中華民國腎臟基金會」推動。儘管此基金會

成立的主要目標是為了爭取透析醫療補助，但創辦人同時意識到洗腎

人口增多將增加政策負擔。因此，從1985年起，基金會率先辦理預防

宣導與篩檢腎臟病的「愛腎週」活動。到1990年代，基金會每年例行

找腎臟醫學會、官方團體合辦愛腎週，甚至與腎臟醫學會合作提倡

「愛腎運動」。

不過，當時接受篩檢的人數有限，篩檢出的腎病病患也未受到醫

界與醫政單位重視。表面上，這是由於缺乏適當工具所致。早期以尿

液中的尿蛋白與血液中的肌肝酸（creatinine）作為腎病指標：若病患

有尿蛋白反應、過高肌肝酸，但尚未喪失腎功能則判定為各種「腎

炎」。然而尿蛋白檢驗沒有連續性病程意義，尿蛋白多寡，極容易因

為飲食、作息狀況，有極大變動，而肌酐酸數值與腎臟惡化，也非線

性比例關係。同樣數值在不同體重、不同年齡的病患身上也有不同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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床意義。其他輔助檢查如超音波（腎臟發炎會腫大，推論發炎情

形）、切片檢查等幫助也有限。更重要的是，糖尿病、高血壓等病患

的腎炎問題，不受其他專科的重視。

然而，對比日本只以尿蛋白檢驗進行篩檢的狀況，顯示問題不在

篩檢工具。台灣忽略慢性腎病問題，主要是因為當時台灣醫政單位、

腎臟醫學會與整個腎臟醫療社群，甚至是社會焦點，完全被透析醫療

占據，缺乏政策與專業遠見關心慢性腎病問題。因此，在實務面上，

院所也甚少主動持續追蹤腎炎病患，而病患只有在出現嚴重問題才求

診，但往往已瀕臨洗腎。

如此，當時的慢性腎病幾乎是「隱形」的。不但政策決策者無視

於問題、醫療專業缺乏知識工具且無心於此，病患更缺乏自我認知。

認識論意義上，腎炎病患僅具有臨床意義，但不成為社會或政策類

屬。體制意義上，此時只有各自行動者獨立的行動，相關行動者間缺

乏穩定制度連結。簡言之，腎炎並不成為重要的在地知識叢集，更不

存在體制關係。圖i-1是當時的狀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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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單位

其他內科

院所

腎臟內科

院所
透析院所

其他病患 腎炎病患 洗腎病患

愛腎宣導

篩檢
透析病患團體社會大眾（不健康行為）

尿蛋白篩檢

圖i-1　2001年之前的腎病處境

（四）透析醫療體制下的腎病問題

因此，要理解從被忽略的慢性腎炎到新國病的轉折，不能只看

eGFR的傳入，我們必須由當時的透析醫療體制，尤其是腎臟醫療專業

處境的變化，釐清轉變動力。

台灣早在1963年開始進行臨床透析，但在透析醫療急速成長之

前，慢性腎病是台灣腎臟醫療的主流。一直到1984年台灣仍只有一千

多名規律洗腎的病患。而自從1988年政府開始補助，病患急速成長

後，洗腎主導台灣腎臟醫療發展：不但醫學會忙於建立洗腎相關規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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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基礎架構，龐大洗腎市場也吸引醫師投入，洗腎問題則緊密牽動腎

臟專業形象。醫學會如此緊密地紮根於透析醫療，因此2002年後引入

健保總額制度的體制急遽轉變，衝擊約有四萬名病患構成的穩定市

場，腎臟專業也面臨危機。

首先，總額制度造成經濟壓力。早先健保採按件計酬制，但因為

就醫便利、醫療創造需求、缺乏專業自律等因素，使預算無限上揚。

尤其是人數逐年增加的透析醫療，在按件計酬制度下，透析醫療預算

成為健保重擔。因此，1995年健保開辦前，此議題就受到廣泛辯論。

開辦後，健保局也針對透析預算提出各種減縮支出的方案，直到2002

年開辦總額制度（global budget）後才有效遏止透析財務危機。在總額

規劃下，健保局只提供固定預算。持續增加的透析醫療服務，會不斷

稀釋實際給付金額，因此財務壓力由政府單位轉到院所。當時腎臟醫

界已預見營運成本（薪資、耗材上漲，加上通貨膨脹）提升，但收入

卻降低的壓力，將造成腎臟醫界重大衝擊。這個預言逐漸實現且惡

化：因為洗腎人數膨脹但整體預算成長有限，逐步限縮院所營收。

其次，總額制度設計增加腎臟專業承受的跨專科壓力。在健保財

務危機中，各界不斷質疑腎臟專業，抨擊透析醫療耗用高額預算；媒

體也不斷報導透析醫師每年申報數千萬、將不該洗腎者提早洗腎、院

所以不當利益引誘病患。這些懷疑與批評引起官方猜疑，屢次以制度

介入，剝奪醫師專業自主權。例如病患一度必須由兩位腎臟專科醫師

診斷認定才能進行初次透析；而健保研擬IC卡為減少弊端時，也是先

針對洗腎試辦。其他專科醫師不但曾公開對腎臟專業表示不滿，甚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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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996年健保局擬調降洗腎費用時，中華民國醫師公會全聯會、牙醫

師公會全聯會、中醫師公會全聯會更公開聯合發表聲明全力支持防止

濫用洗腎。

總額制度則使其他專科對腎臟專業的質疑具體化為控制力量。總

額制度在法源上，只有「牙醫」、「中醫」、「西醫基層」、「醫

院」等四大總額。洗腎原本分屬「基層」（診所透析）與「醫院」總

額（地區醫院、區域醫院、醫學中心的透析）。結果，同樣的透析治

療在不同總額的計算下，卻發生違反健保法規定「同病不同酬」的爭

議。為此，2003年健保局以行政裁量設置「門診透析總額」，其預算

來自每年腎臟科代表分別於醫院、基層兩總額內協商所得。這種制度

設計，使得腎臟醫療不只受限於整體總額，更在每年協商透析預算

時，必須直接面對醫院與基層醫界的限制與壓力，有代表直言「必須

每年看人臉色」。

最後，財務壓力間接危及腎臟專業自主性。自1988年起，透析醫

療進入高度發展期，引起國內外透析醫材代理商與廠商的興趣。健保

開辦後，醫材商與代理商憑藉醫材的資本優勢大舉擴張，併購、成立

直營連鎖院所，甚至開始出現受雇於醫材商的腎臟專科醫師，總額制

更加速此趨勢。而連鎖院所的營利核心與醫材限制，使醫療權從屬於

經營權，有礙專業自主性，引發腎臟醫界的疑慮與討論。

此時的透析醫療體制（如圖i-2）中，對腎病問題的認識主要環繞

著洗腎病患大增、洗腎預算壓力與健保財務危機，以及可疑的腎臟專

業。此時國民健康局與腎臟醫學會剛開始推廣的慢性腎病問題並不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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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識、政策與社會能見度。

圖i-2　2003年透析醫療體制中的慢性腎臟病患

健保局∕費用協定委員會

血液透析病患腹膜透析病患慢性腎臟病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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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局勢與策略

總額制度使得腎臟專業面臨財務、專業批評、專業自主的壓力，

因此開始積極行動促成轉變。事實上，早在1997年腎臟醫學會領導階

層內部就有關於推動腎病防治的構想。當時理事長在專科醫師教育訓

練中，首度宣揚腎病防治的重要性。然而此理念在當時並未成為醫學

會的核心目標，而是在以下體制背景與策略中才實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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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是醫政單位的透析財務壓力。從1988年政府補助透析起，洗

腎人數大幅增加。1989年增加率為34%，其後數年則維持16、19、

23、13、20％的驚人成長率。健保實施後，1996年成長率還高達

20%，一直到2002年才首度降到10%以下。從1989年到2000年，透析人

數暴增為六倍，在當時給付結構下，預算也幾乎是六倍；當時總統也

曾親自針對透析給付成長下過指示。在龐大壓力下，加上2000年腎臟

疾病躍升十大死因，衛生署邀請腎臟醫學會參加慢性病防治委員會

後，立即擬定防治試辦計畫以因應腎病危機。這是腎臟醫學會與國健

局推動「愛腎運動」的開端。

其次，是開始被國際化的「新國病」。表面上，始於2001年的官

方「愛腎運動」與之前腎臟基金會的「愛腎運動」都與腎臟病防治有

關，但兩者有明顯差異，2001年的計畫也與之後CKD有著體制發展，

存在論述、知識與體制上的斷裂：不但推動者不同、病患命運不同，

認識工具與整個體制樣貌更有極大差異。其中關鍵為以下策略。

第一是運用國際數據，使腎病國際化的新國病論述。2000年腎臟

醫學會主辦亞太腎臟醫學會年會後，積極投入以透析醫療為主的國際

接軌工作，具體成果之一是加入美國腎臟醫學統計資料庫。台灣自從

2002年列入統計後，盛行率與發生率一直維持在世界前兩名內。這些

國際評比數據使台灣腎病問題開始「國際化」，2003年腎臟醫學會成

立慢性腎病防治委員會，將該年訂為台灣腎臟病防治元年，從此腎病

邁向新國病之路。

每年世界腎臟日與年底健保財務結算時，這些驚人數據成為醫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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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動員社會的論述關鍵。不但在基本比較意義上，呈現「成人尿毒症

盛行率發生率全球第二」、「洗腎率我冠全球」、「健保與濫用藥，

洗腎冠全球」等聳動訊息。進一步，這些評比更與每年公布健保支出

與透析人數成長、耗用健保資源的訊息相互呼應，裡應外合地引發政

府與社會危機意識。醫師受訪者認為，推廣「造成慢性腎病的各種因

素」、「慢性腎病是造成洗腎的原因」等論述，更能同時「教育」社

會大眾與政府「洗腎不是腎臟科的錯」、「為腎臟科醫師洗刷污

名」。

這些發生率、盛行率為全球之冠的評比，成為「新國病」論述基

礎，在輿論、政策，甚至研究中不斷被引用，形成CKD防治政策的重

要根據與正當性。例如「十年計畫」下的「全民健保初期慢性腎臟病

醫療給付改善方案」，開宗明義便提到國際評比與國內資源耗用的新

國病與財務危機：

隨著人口老化與三高（高血壓、高血脂及高血糖）慢性

疾病增加，慢性腎臟疾病患者持續增加中，……依據2007年

資料，門診透析發生率每百萬人415人，列世界前茅。我國領

有尿毒症之重大傷病證明的透析人數達6.2萬人，其98年健保

門住診支出達392億，每年淨增加人數超過2,000人，所耗用

之醫療資源已成為社會與全民健康保險的沉重負擔。

而在2010年監察院對全民健保進行總體檢的調查報告中，最後的

五十五項制度建議裡，唯獨呼吸器與透析（並列第四項）、慢性腎病



- 48 -

防治（第十三項）三項疾病與治療被點名，指稱其醫療資源耗用率、

盛行率和發生率在國際評比名列前茅，其中又再度強調「新國病」的

論述主軸。

第二是黑盒化指標。在知識上，國際因素對台灣CKD體制發展的

實質意義，並非「全球」、亦非「世界」、更非「國際」，而是眾多

「歐美先進國家」中的美國。儘管其他「先進國家」（日本、英國）

同樣重視慢性腎病，但台灣腎臟專業緊密且策略性地引進並套用美國

NKF的知識架構。這是第二項運用國際因素的策略：黑盒化美國的

「腎絲球過濾速率」指標。這是指這項指標在美國、國際與本地的運

用大不相同：1它在美國並未成為國家政策；2國際醫界（包括美國

NKF）仍不斷檢討此指標；3使用eGFR推動CKD政策的國家都進行在

地修正。但在台灣，自2003年起這個指標原封不動地在腎臟醫學會積

極推廣下，原封不動地成為2011年國家CKD防治政策的基礎。

美國NKF發展eGFR的內容與歷程為：首先，在KDOQI計畫中，

Andrew Levey團隊以美國1988至1994年第三次國民健康調查資料

（National Health and Nutrition Examination Survey），以體重、年齡、

性別、種族等參數校正，將腎臟的清除能力，以每分鐘的過濾量（ml/

min）換算為「腎絲球過濾速率（GFR）」。並比較七種公式，提出後

來廣被引用Modification of Diet in Renal Disease（簡稱MDRD）版本的

eGFR。
9
其次，建立腎臟病程分類，將過去僅由尿蛋白質判斷，加入

9 eGFR（mL/min/1.73 m2）= 186×Scr -1.154× Age -0.203× 0.742（女性）×1.212
（非裔），此為台灣最常使用的版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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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GFR指標更精確地以五階段、百分位制，量化腎臟過濾能力，
0
藉此估

算人口中腎病流行與嚴重程度。最後，根據這種基本方向，NKF於

1997年開始KEEP篩檢計畫、2002年發表KDOQI指引，推展全國CKD

篩檢。迄2010年為止，已篩檢超過十五萬人。

臨床上，eGFR指標成為「CKD認識論」的基礎。原本蛋白尿與肌

酐酸檢驗，因為未納入病患個別差異，無法呈現慢性腎病連續病程與

確定性，所以病患的病況進展沒有統一標準，只能藉由個別臨床醫師

根據經驗判讀，難以建立病患的病識感與持續求診的動力。但eGFR指

標提供了一個標準化定義的五階段線性病程，而且它的百分制與我們

一般評分系統完全一致，相當容易理解與運用。例如，eGFR小於60

（不及格）就需要納入追蹤。如此，eGFR將病程具體為可計算、能預

期，甚至能結合藥物、日常生活與飲食控制變化，建立相互連動與監

測的線性關係。儘管幾種不同估算eGFR的工具略有差異，但其主要邏

輯是一致的。無論何種疾病、男女、年齡、種族的腎病狀態，都可以

在此線性病理認識論中，被校正為同質的進程而定位。

然而，學理上eGFR充滿爭議。姑且不論徹底質疑eGFR的意見，

光就其指標發展來看，因為慢性腎病與篩檢計算方式會因人種體質、

人口、飲食特質與老化程度而異，因此，除了基本MDRD公式外，

NKF也針對不同階段、人口特質（種族、性別、年齡）進行校正，還

發展出不同的公式與係數。隨著新的調查與報告發表，而各地研究者

0 CKD1到5對應百分制依序為：100~90、89~60、59~30、29~15與小於15 ，1為最

輕微，5為接近末期腎衰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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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原來提出MDRD公式的Andrew Levey團隊）更不斷校正既有公

式與係數。

甚至直到今日，國際醫界對eGFR仍有爭議。包括NKF原始MDRD

公式發展者Levey團隊（2009）警告應用既有MDRD公式可能低估正常

人的eGFR，因此建議應當改善在普遍篩檢中的準確度。甚至，因為

KDOQI指引在國際間引起多項爭議，如：eGFR指標是否會過度診斷、

CKD前兩期是否應稱為「疾病」、單次測量與長期追蹤方法差異、在

結合不同疾病狀況下eGFR分期標準無法反映實際的疾病風險，以及因

為性別、種族、年齡差異造成eGFR分期的風險意義不同等。KDGIO於

2009年召集近二十國、五十個團隊資料（台灣有溫啟邦團隊出席）參

與，在倫敦舉行「爭議研討會」，進行後設資料分析。結論是必須結

合eGFR與尿蛋白檢驗進行更複雜分類，並成立任務團隊做後續研究。

因此，政策上採用eGFR推動CKD防治的日本、英國和歐洲等國，

都會考量其人口組成與美國的差異，進行在地係數、甚至公式校正。

例如英國考量其境內的迦勒比裔黑人、亞裔（印度等）的差異，日本

考量亞洲人種與高加索人種的差異、歐洲與日本則考量美國社會大量

肥胖人口的身體質量指數（body mass index）差異、以及篩檢的財務

支出等，各自調整eGFR係數、搭配篩檢標準等，決定是否進行普遍篩

檢或高危險群篩檢。

然而，將科技知識推廣為政策不是單純引入普遍性知識，其中的

策略運作將會形成在地政策特質。在台灣，醫學會則經由以下「黑盒

化」策略避過了學理考量與爭議迅速推動CKD指標。首先是忽略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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盾、迅速套用。早期政策推動所引用的兩筆本土最早CKD盛行率文獻

都發表於2004年，一是顧進裕等人用Cockcroft-Gault公式，以1993-

1996年涵括台灣各性別、年齡別及地區別，樣本共9,962人的國民營養

健康狀況變遷調查資料庫估算盛行率為9%。另一是台灣CKD政策的重

要推手楊五常與黃尚志醫師以MDRD公式，計算「台灣地區高血壓、

高血糖、高血脂調查資料庫」中6 ,599位受檢者，推估盛行率為

6.43%。但在最早擬定防治計畫時，根本對這兩筆文獻使用的公式的差

異都未統一、也未討論，就直接套用。

進一步，政策推動時只強調嚴重性，忽略需要在地校正的事實。

在既有政策會議、簡報、指引中的研究與討論，都只引用估算的盛行

率，卻未提及指標是未經校正的MDRD公式。然而，我們有理由相信

本地腎臟專業社群相當清楚建立本土指標與係數的必要性，卻刻意忽

略：早在2007年腎臟醫學會編輯出版，作為本土臨床CKD防治實務指

引的《慢性腎臟病防治手冊》中，編者談到CKD危險因子時已指出：

從文獻中得知，在不同研究時放入的各種危險因子變項

與所採用的研究對象與族群各不相同，因此產生許多不一致

甚至矛盾之處，況且以外國人為對象的研究結果不一定適用

於我國。未來應發展台灣本土性的慢性腎臟病危險因子研

究，並要盡量包含各種可能的變項，以及足夠的時間追蹤，

以供整體防治計畫的制定與推行。

手冊中還有兩個章節討論美國KDOQI比較不同公式（例如MD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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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Cockcroft-Gault等）在不同年齡、性別、病程患者的準確性差異的研

究成果。

第三是政策先行，忽略研究。在整個推動CKD防治政策過程中，

幾乎沒有本土研究根據。在台灣腎臟醫學會官方期刊Acta Nephrologica

從2000到2010年的355篇論文（含病例報告、論文、海報論文等），並

無任何eGFR指標有效性的本地研究。以「慢性腎病」為關鍵字檢索衛

生署、國健局、國科會從1994到2011年共207件相關補助，唯一與本土

校正有關的只有國民健康局於98、99、100年度持續委託的「慢性腎臟

病防治整合型研究計畫」中的「早期診斷技術與本土性診療標準研

發」子計畫，其中一項目標為：

二、建立國人腎絲球濾過率公式及慢性腎臟病的分期標準

1�建立適合國人腎絲球濾過率GFR之數學計算公式、簡

易公式，可減少年齡，性別、種族與體型等因素對腎

功能判讀的誤差。

2�建立慢性腎臟病分期標準和介入追蹤標準，有效延緩

疾病病程，以利國家腎臟病防治計畫之落實。

這項計畫受到關注，在2010年出版的新版防治手冊提到：

未來應發展台灣本土性的慢性腎臟病危險因子研究，並

要盡量包含各種可能的變項，以及足夠的時間追蹤，以供整

體防治計畫的制定與推行。……台灣正在發展以菊糖廓清率

為基準之台灣人eGFR 計算公式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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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迄2014年此目標仍未實現，而全國防治計畫已在2011年上路。

這些迅速套用、忽略學理爭議、政策先於研究的策略，具體而微

地展現在運用一篇刊登在國際知名期刊的論文的方法上。溫啟邦等人

在頗負盛名的Lancet期刊，發表一篇台灣CKD流行病學研究，其中作

者們以某私人健檢機構的462,293名樣本，使用MDRD公式，估算的盛

行率為11.93%。這項研究因為樣本數驚人，加上期刊的學術聲望，成

為近年政策必引用的文獻，更是建構當前十年CKD防治政策的「改善

方案」中，唯一被引用的研究，後來也出現在社會宣傳（上述報

導），溫啟邦也在許多政策會議場合出席說明其發現。

相較此研究挾「國際」頂尖期刊而來的大量曝光率，筆者找到從

未在本地相關討論被提到、當期同時刊出的兩篇評論，質疑本研究使

用eGFR「原裝進口」指標估算、制訂政策，與當前國際潮流背道而

馳。其一質疑此研究用的eGFR公式是否適合台灣樣本，因為美國非裔

人口需要乘以1.21的係數校正，而日本本土研究中，也發展Japanese 

Society of Nephrology-Chronic Kidney Disease Initiatives （JSN-CKDI）

公式，乘以0.763的係數校正。另一指出此研究高齡人口過高，以及某

些數值判斷（例如eGFR低於60，但沒有其他腎病指標異常者，亦被列

入）可能誇大盛行率。

總之，在透析醫療造成官方與腎臟專業身處強大壓力的危機時，

學會動員新國病論述與黑盒化eGFR指標，提供了明確訊息：擴大CKD

防治，可延緩腎病惡化至洗腎，進而解決透析財務與新國病危機，因

此慢性腎病防治體制是解決健保危機的機制。這成為面臨危機的各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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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動者，對於CKD的共同「病理—政策」認識基礎。

（六）體制轉變

在上述策略推動中逐漸造成CKD體制轉變，被引入的eGFR也漸成

為CKD體制的認識基礎。首先是引介期，從2003年起腎臟醫學會開始

在五家腎臟保健示範機構試辦推廣eGFR與CKD分期。臨床與社區推廣

上，整合醫師、護理人員、營養師等醫事人員之團隊運作，進而整合

在地資源（衛生所）與協助院所，執行慢性腎臟病個案管理、高危險

群篩檢、跨科際個案轉介與教育活動，為不同病程的病患提供諮詢和

衛教（圖i-3）。這體制由一開始的五家試辦教學醫院，後續推展為更

多「腎臟健康促進機構」，而腎臟醫學會、國民健康局則於此時開始

宣傳國際評比與新國病問題。



- 55 -

圖i-3　2003年的CKD體制雛形：引介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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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年起，CKD體制進一步在透析院所內部的其他專科間推廣。

健保局的透析執委會，根據健保費用協定委員會決議，委託腎臟醫學

會規劃、健保特約院所執行，開始推動「衛教計畫」，更具體地針對

CKD 3到5期的病患，以及高危險群進行篩檢、衛教追蹤與個案管理

（圖i-4）。到2010年已有近三百家院所參與，總收案人數達60,648

人。在社會宣導上，2007年起，根據腎臟健康促進計畫，全台各縣市

至少有一醫療院所，在世界腎臟日舉辦篩檢與宣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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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i-4　2007年起的CKD體制：內部推廣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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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下來的發展卻面臨嚴重問題。一方面，其他專科因與腎臟科間

的隔閡、技術問題，具怕病患流失，因此不願轉診配合篩選，造成

CKD無法跨出腎臟科（圖i-4左下）。另一方面，目前CKD是以計畫導

向的政策所推動，每年申請執行計畫的形式，不確定性大，影響院所

執行與人事穩定性，不利發展。關鍵之一為計畫執行問題：2011年之

前，都是每年檢核成果再重提計畫，造成一月一日開始的計畫，必須

到四、五月才確定預算，所以後半年必須有大量人力與病患，才能達

到全年收案量。因此，幾乎只有醫學中心才有配合計畫的彈性與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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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因為也唯有如此，才能迅速消耗預算、衝高執行績效，展示成果

並間接「證實」擴大推廣的必要性。

也因此，在策略發展上，醫學會主導者認為必須有長期政策承

諾，才能吸引院所投入，而跨專科部分則要提供給付且必須放棄腎臟

科主導形象，才能突破困境，加強轉診合作。於是2010年開始與各專

科學會、國衛院等合作規劃的「十年計畫」，將篩檢標準提高到CKD1

到3a期，給付其他專科篩檢糖尿病（DM）、高血壓（HT）、心血管

疾病（CVD）患者，並納入追蹤。期望在所有專科建立CKD架構，並

在腎病發展到3b期時，將病患轉介到腎臟科，建立完整的個案管理

（圖i-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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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i-5　2011年起的CKD體制：擴張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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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上述體制轉變，可見腎臟專業得以迅速套用知識、推動CKD體

制的關鍵是從2001年到2011年，在「腎病健康促進機構試辦計畫」、

「慢性腎臟病政策規劃計畫」、「全民健康保險Pre-ESRD預防性計畫

及病人衛教計畫」、「慢性腎臟病防治科技研究計畫」、「慢性腎臟

病患照護品質提升十年計畫」中成形。儘管計畫目標在於解決被視為

全國性的疾病，然而其規劃、執行與評估，卻仰賴一個相當特定的團

體：腎臟醫學會。以這些計畫為基礎，進而推動政策的機制，在此稱

之為「計畫導向政策機制」，此機制的關鍵包括政策規劃、執行與評

估的能力。

這個機制運作方式如下：首先，在政策規劃面，由於衛生署、國

健局與健保局缺乏臨床政策規劃能力，因此面對透析財務與新國病危

機，醫政單位只提出目標與預算，以委託計畫的形式，請專業團體

（主要是腎臟醫學會）規劃與實施，逐步形成政策。從一開始，在計

畫導向的規劃模式中，因為屬於既定政策，加上執行者也多為醫學會

相關主導者，所以規劃方向有高度共識，致使CKD架構能原封不動地

成為政策依據。

其次是計畫的執行。「十年計畫」之前的篩檢、衛教計畫都是以

一年為期，因此每年都歷經「提計畫、執行、檢視成果，再編列下一

年預算」的循環。在醫學會作為主要政策規劃者與績效指標制訂者的

情形下，早期計畫執行單位也是靠學會熱心者努力邀請而組成，加上

學會核心多為醫學中心、教學醫院主管，在執行面較未考量中小型院

所立場，也難以納入不同思維，例如本地的中醫資源。更因為前述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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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預算核定機制造成計畫核定延遲，因此整個CKD體制擴張過程，主

要倚靠大型院所的腎臟科團隊歷年完成計畫績效，而順利擴充次年計

畫。因而計畫執行造成的影響，也反映在下列第七點中有關腎臟醫界

內部爭議與整體醫療體制失衡的影響。

最後是計畫成效評估與審核。計畫成效評估多在總額會議場合，

參與成員多為腎臟醫界。如上所述，因為屬於既定政策，儘管腎臟醫

學會在這些場合不具主導力量，且參與者因院所執行能力有別、面對

透析體制危機有不同策略等因素，所以並不盡然支持CKD計畫。但由

於總額執行會議往往牽涉透析預算，這使官方能以「CKD計畫減緩透

析人數成長」與「有助於透析預算」的方向，弭平異議。在這種機制

下，討論焦點往往成為預算等技術性問題，例如環繞著「衛教計畫」

的經費是否由透析總額支出，遑論確實評估CKD成效。腎臟醫界與醫

政單位其實都瞭解其社會影響，有時在計畫評估時也會討論；然而，

因為「計畫導向政策機制」的緣故，並沒有確實檢討與回饋到新計畫

架構。

（七）CKD體制的社會後果

這個套用eGFR指標、迅速發展的CKD治理體制，有造成在地的專

業分化與擴權、加深醫療體制失衡、醫源病等問題。

第一，腎臟醫學會地位反轉。醫療化文獻已指出專業宰制的後

果，台灣的腎臟醫界也有類似轉變。先前在透析健保財務危機下，腎

臟醫學會不斷受到醫政單位、其他專科與社會質疑，但藉由策略性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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員新國病急迫性與掌握知識，醫政單位反過來只能仰賴腎臟醫學會提

供解決方案。腎臟醫學會逐漸成為CKD規劃者、執行者以及評估者。

不但腎臟醫療專業地位大幅反轉，當前的CKD體制也成為腎臟醫學會

腎病防治委員會主委口中理想的NCKD（New Cardiac-Kidney-

Diabetics）：以腎病為核心整合心臟科、腎臟科、新陳代謝科的體

制。

相較其他國家經驗，可知NCKD並非理所當然。在英國推展CKD

臨床指引過程中，不但由跨專科團隊參與制訂，過程中也引入評估準

則指引，評估指引制訂時參與者廣度、發展嚴謹度、證據調查、實用

性，以及編輯者中立性的問題。以皇家內科學會所訂定的「成人慢性

腎病指引」來說，參與成員包括多個腎臟專業組織、家醫醫學會、臨

床生化協會、老年醫學會、英國糖尿病專業指導委員會等單位。在

2005年，英國衛生部也針對慢性腎病召集跨醫療、管理、照護專業等

專業，建立「國家腎病服務架構」為防治政策。推廣後，根據其每兩

年的政策評估，證實CKD除了會演變為末期腎衰竭外，還是引發心血

管疾病的主要風險。因此， 2007年英國將CKD防治連同已有的糖尿

病、心臟病、中風等體系，整合進衛生部的心血管疾病防治計畫。儘

管台灣與英國各自以腎臟、心臟科為核心都可能是合理的，然而台灣

計畫導向的政策形成基礎，卻大幅降低NCKD體制的正當性。

此外，台灣腎臟科的擴權更造成專業分化。新資源挹注讓腎臟專

業地位翻轉、專業權力擴張。在健保財務吃緊的總額控管體制中，政

府相當罕見地在「十年計畫」第一期四年時，即規劃挹注每年約四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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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預算。儘管腎臟專業翻身是集體受益，但此擴張手段卻未獲得其專

業的集體認同。這種專業權力擴張而造成內部歧異的現象，是既有醫

療化研究較少著墨之處。

腎臟醫學會急速推動政策，忽略在地體制現實是導致專業內部政

治歧異的原因。首先，因為總額制壓力，CKD政策討論場合往往可見

腎臟專業內部有「根本策略」、「績效策略」與「理想派」的辯論。

「績效策略派」意指腎臟醫學會與願意配合推廣CKD防治的醫師，以

「控制腎病」作為總額議價手段。他們以執行CKD計畫的成效，表示

配合政策的貢獻以洗刷腎臟科污名，並藉此作為向健保局爭取總額放

寬的議價策略。

然而，「績效策略派」受到其他兩派的質疑。一派是主張應該直

接爭取總額的「根本策略派」，主要由基層開業腎臟醫師與院所負責

人組成。他／她們認為當前總額控管與零成長才是問題根源，並批評

「績效策略派」提出CKD計畫作為績效目標，期望換取透析預算的策

略吃力不討好，因為這無異將健保局無能解決透析財務不足的問題，

轉以計畫成效為名目攬到醫界身上（尤其近年計畫的部分預算又是從

透析總額的保留款中支出）。因此，根本問題應當是研擬如何爭取總

額資源， CKD政策只會模糊焦點。

另一些「理想派」的醫師，則認為績效派的策略污辱了腎臟專

業。他／她們認為延緩腎病的惡化、在合理預算給付下照顧透析病

患，都是醫師的天職。但因為兩者因病程連結利益造成的矛盾，使得

這兩件一致的事情似乎變成衝突。所以當健保局以執行CKD計畫為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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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透析人數增加總額稀釋為要脅，其實暗指腎臟科醫師為坐享洗腎

人數增加帶來的利益，而不願防治；再加上計畫提供資源，更坐實腎

臟科醫師只為錢做事的罪名。因此理想派認為，這充分表現官方不信

任醫師專業與污辱醫德，腎臟醫學會與之合作更不恰當。 

其次，這種分化也來自於院所規模、執行能力產生的差異。目前

腎臟醫界生態是：主導CKD政策的腎臟醫學會主要由受雇於醫學中心

的醫師掌握，而自營中小型院所的多數醫師則無機會參與決策。這狀

況也間接因計畫執行的技術性問題、院所規模與成本考量，影響執行

計畫的意願與能力。因為儘管有額外收益，但對慣於執行透析的小型

院所來說，參與CKD計畫除了要投注衛教人力、整合專科共識，甚至

必須應付複雜的資料申報與處理，因而造成額外成本而影響執行意

願。即使推廣期間，某些大醫院曾義務提供營養師與衛教師，以母雞

帶小雞模式推廣、支援人力。但這些方式對中小型院所來說，在缺乏

轉診制的狀態下，容易使病患產生「直接到醫院看就好」，而後流失

病患。在權衡得失後，中小型院所普遍未參與。

最後，是CKD體制與透析體制的預算面矛盾。2007年開始的「衛

教計畫」，到2010年底為止，提供CKD體制一半以上的財源。此預算

來自透析總額中劃出的「品質保證保留款」，而這原本是各透析院所

的潛在收入。對中小型院所來說，原本可獲得的收益，卻變成必須配

合CKD計畫付出額外成本才能拿到；即使有心爭取，也因上述執行面

問題遭遇困難。因此，在政策討論場合，無法或無意願參與的基層院

所代表，雖然不總是反對CKD政策的重要性，但卻屢在技術上質疑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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算使用於防治的合理性，希望保留為透析預算。

這些理念、預算與執行面差異，在CKD體制形成過程中，使六百

餘家透析院所逐漸分化。其中，大型院所具有較充足資源和充分門診

數量，因而容易執行CKD計畫，而小型院所則顯得興趣缺缺。如此，

CKD體制提供的資源與誘因，以及政策的優勢地位，不但無法使腎臟

專業在理念上達成共識，執行層面也不均質地分配在醫院與基層診所

的醫師間，更因爭取資源的不同策略思考引發專業內部矛盾。這是一

種忽略在地現實，造成專業分化的專業權力擴張。

第二，這個過程惡化台灣已經失衡的醫療體制。健保不但無法落

實轉診制度，更在實施總額制度後，造成醫院大開門診，減少急重症

和住院服務的趨勢，更加危害「基層看小病、做長期照護，院所看急

重症」的精神。當前現實狀況已經是大型醫院門診門庭若市，而地區

醫療院所急速萎縮。

當前CKD防治體制，是標準公衛意義下的預防醫學範圍。理想

上，無論就社會及醫療成本來看，都應該由基層院所與衛生所長期照

護。卻因為上述規模（申報、衛教人力）、意願與計畫執行的技術問

題，加入CKD計畫的院所執行狀況嚴重失衡：2010年執行透析業務的

19家醫學中心參加率為100％，65家區域醫院參加率為89.04％，64家

地區醫院的參加率為4 2 . 3 8％，而2 9 2家基層診所的參加率則為

40.41％，基本上呈現參與率隨院所規模遞減的狀態。此外，參與意願

與參與率的落差，到實際執行成果則更大。當年醫院（包含醫學中

心、區域醫院、地區醫院）與基層新收案病患人數共18,035人，103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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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院平均為169.6人（尚未將各級醫院的執行落差納入考量），126家

基層診所平均為4.5人。可以想見在歷年累計後，差距將更大。因此，

在資源分配上，CKD體制加重惡化台灣醫療體制不均衡發展的趨勢，

使醫院更大、基層院所更小。這種趨勢也體現在專業分化中，反對推

動CKD政策者大多是基層院所代表，贊成者則多是大型醫院的代表。

第三，這造成在地獨特的醫源病隱憂。除了收案集中化，CKD體

制也同樣惡化「個人醫療化」的趨勢，並極可能因為醫療品質惡化與

支持不足，造成醫源病。這反映CKD體制拓展過程中只套用外來指

標，未考量在地因素的問題。

首先是未考量當前醫療專業量能。參與政策討論的人士並不看好

將估計中的一百九十萬潛在患者全納入CKD個案管理，遑論高達七百

萬的高危險群。除了經費與效益問題外，主要是在現有現有人力狀況

下（一千兩百餘名腎臟科專科醫師、每年新領照人數五十人），若連

第一期患者都納入個案管理，將壓垮腎臟科。這或許是杞人憂天，但

當前許多專科診所都已開始篩檢病患，申報早期CKD預算。可以預見

在有限人力下，服務對象若大幅增加，必然大幅降低醫療品質與效

果，而後降低照護品質。

再者是忽略本地民眾的醫療文化與習慣的照護方式。當前CKD體

制，以大量篩檢、標示將病患帶入CKD認識架構，希望提高病患病識

感。不過，在缺乏充分考量病患就醫模式、也缺乏本土照護指引的情

形下，加上本地存在多元醫療文化，高比例的民眾習慣混用多種療

法。因此，病患往往會「自力救濟」，憑著社會網絡與常識參考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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統，多元地嘗試處理疾病。既有研究已發現，民眾被診斷出腎臟病

後，在恐懼「敗腎」、洗腎的狀況下，會更積極尋求「包治」、「免

洗腎」的偏方與各式療法，即使在洗腎後都不例外。

簡言之，在當前廣泛篩檢的狀況下，如果無法有效支持高危險群

持續配合衛教與追蹤，以及確保病患就醫信心，避免病急亂投醫，極

可能只是讓更多民眾提早開始使用各種藥物，因而加速腎臟衰竭的速

度。從實務意義層面來看，CKD防治體制擴張反而可能成為醫源病的

根源。

（八）自我後進魔咒與怪異CKD知識空間

由體制分析角度，台灣慢性腎病醫療化案例顯示，不同於全稱

式、科技原生地的醫療化，腎病體制轉變中呈現的「後進國」醫療化

模式為：面臨透析體制危機，腎臟專業自我後進化，鼓動新國病論述

與黑盒化指標，而忽略在地現實。其中，國際知識在腎臟專業自我後

進化的策略中，成為「先進」、「普遍性」知識而被套用於本地；而

計畫導向的政策機制，則使腎臟專業能忽略諸多問題，重新定義腎病

問題、改變自身專業地位，更轉變醫療體制。這個國際與在地互動的

重要性，能補充、反省集中於科技原生國經驗的醫療化理論，正視非

科技原生地的醫療化問題意識。

釐清專業、知識與體制的關連，有助於彰顯這個表面上看似單純

的後進國醫療化過程，實際上如何促成的怪異「自我後進化」知識空

間。首先，是「自我後進」治理體制。相較強調國際政治經濟依賴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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構的國際醫療化，與以先進國經驗中專業策略為主的全稱式醫療化，

「先進」知識、專業策略的作用，牽涉到治理研究強調的在地體制脈

絡的影響。本地CKD政策背後的計畫導向治理機制造成了制度性機會

與誘因，使腎臟醫學會能避開學理、社會，甚至學會內部疑慮，使充

滿爭議、不確定是否適用於本土民眾與醫療現實的知識架構，在數個

計畫的規劃、執行、評估循環中，建構全國防治方案。

其次，是「自我後進化」而產生的「先進」知識。台灣本地醫療

專業、政策與社會，長期以來習慣於接受先進國家的知識。但本地套

用CKD知識架構，並非單純地因為先進國知識被視為普遍、先進的而

擴散到後進國，或是如批判醫療霸權的政治經濟學者強調的後進國依

賴，反而是「自我後進化」的成果。對腎臟專業而言，國際數據、公

式指標並非單純地被視為普遍適用；相對的，種種資料顯示，腎臟醫

學會清楚瞭解eGFR知識架構在各國政策與學理上的爭議，但此架構能

在本地維持不變，完全是仰賴腎臟醫療專業在社會論述、學理、政策

上迴避爭議，訴諸國際、歐美國家，甚至頂尖期刊的「先進」光環而

黑盒化CKD指標的多重努力。在此意義下儘管eGFR指標是時間上的先

行，但其作為知識的「先進」地位，反而是本地「自我後進化」所達

成的策略性成就。

最後，是「先進」光環的規範性形成「自我後進化」魔咒。這個

腎病自我後進化的案例不但指出普遍理論的問題，也點出常見於本地

其他各種知識空間的處境。典型醫療化理論呈現科技原生地的醫療專

業藉由「發明」、「擴張」知識與疾病類屬，而在社會爭議、競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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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逐漸磨合而創造疾病。台灣CKD體制轉變顯示本地醫療專業引進

既有知識架構時，即使清楚知道本土差異、他國政策經驗以及eGFR爭

議，仍運用論述宣傳（國際評比與新國病、盛行率）掌握政策機會以

達成效果。這種看似單純只宣稱「國際頂尖期刊」、「美國標準」、

「國際趨勢」便能迅速有效造成影響的現象，背後牽涉的規範性預

設，勾勒出一種直覺與心態：本地社會長期以「後進」、「發展中」

自居，慣於模仿、套用「先進」、「已發展」、「國際」的知識、標

準，甚至是制度。這種直覺態度幾乎已經成為遍佈於規範、論述、制

度上的魔咒，使任何挾帶「先進」光環的事物能輕易被黑盒化，讓本

地社會忽略在地脈絡與適用性，進而引進並套用。

簡言之，從本體論預設（腎臟病程是不可逆的線性惡化過程）、

知識內容（eGFR公式與參數）到認識實作與體制（推動CKD體制的過

程），這三層次的檢視顯示台灣CKD醫療化在體制、知識與規範循環

中形成相對封閉、無視於在地現實的自我後進知識空間。在此意義

上，批判台灣CKD醫療化的後進處境，不單純是知識、科技或專業發

展的先後問題，而是必須正視多層次的制度、知識與規範形成的體制

魔咒與其後果。

五、創造在地知識空間

醫療化理論旨在批判醫療體制擴張，抹煞原本存在社會中，面對

病痛、多元生活與生命樣態的另類可能性。因此，醫療化理論與其批

判含有讓我們正視現實，尋找另類可能的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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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必須謹慎地閱讀歐美脈絡發展的醫療化理論。類似於醫療專

業明知國際脈絡與爭議卻仍挾先進國光環而套用知識，促成自我後進

化的怪異知識空間的模式，「先進理論」、「先進批判」與「先進國

指標」一樣，都帶有先進光環與魔咒。若一味套用醫療化批判，同樣

可能創造非彼非此的怪異知識空間。這不但對本地脈絡削足適履，喪

失批判原意，反而淪為批判者的自我後進化。

謹此提供上述閱讀架構。期望讀者閱讀本書，能自覺地掌握醫療

化理論知識空間背後的社會脈絡、認識方式與預設，並不忘正視在地

醫療與社會體制脈絡。希望藉此提醒，有助於本書讀者擺脫魔咒，發

展紮根在地脈絡的批判，以開拓正視在地醫療與社會交織的新知識空

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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