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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住民健康問題的形成：建構新論述 

臺灣原住民的健康弱勢處境數十年來成就了許多頗富盛譽的公衛學者，然

而，回到健康弱勢處境是否獲得改善的癥結點上，我們不管從任何公衛次領域或

者其他與健康間接相關的學術研究方面來看，答案很肯定，沒有！為什麼會如

此？是原住民族的宿命，還是學術研究出了問題？！ 

進一步細探過去數十年臺灣關於原住民健康弱勢的研究論述，所涉及的研究

領域相當廣，舉凡心理學、生理學、流行病學、病理學、分子生物、基因、行為

科學…等，都有原住民健康相關的研究作為主題。然而，這麼多元的研究範圍，

為何仍然無法切中原住民健康弱勢的根源，我們認為，這些研究論述最重要的就

是缺乏了與歷史對話的過程，致使這些研究片斷的、局部的、偏頗的、跳躍的推

論原住民健康弱勢的根本原因；我們認為，要能夠回應原住民健康問題行程的基

本功夫，就是要建構新的論述，而這個論述就是要面向原住民族群社會處境的歷

史變化以及政經環境的變遷，與他們的生命步伐緊密結合，如此才能夠回答原住

民健康弱勢處境的根本原因，並且迎向他、改變他。 

問對問題是解決問題的第一步，這場論壇中，將由原住民的精神失序、飲酒

相關健康問題、結核病問題以及實務工作者的角度等四個面向出發，共同為原住

民的健康研究與行動建立新的論述路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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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電話：02-2652-5143 

 傳真：02-2652-5050 

 電子信箱：free123@gate.sinica.edu.tw 

 著作簡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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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研究院社會學研究所，2011-04-22。 

2. 蔡友月，2010，〈科技爭議下的美麗新世界？〉，楊谷洋、陳永平、林文

源、方俊育編，《科技 社會人—STS 跨領域新視界》，頁 248-252，新竹：

國立交通大學。 

3. 蔡友月，2010，〈不只是生氣，而是如實面對：回應陳美霞教授的評論〉，

《台灣社會學》，第 20 期，頁 221-228。(TSSC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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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r Social Studies of Science (4S), 2010-08-24 ~ 2010-08-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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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 Contemporary Taiwan”, paper presented at American Sociological 

Association Annual Meeting., Alanta: American Sociological Association, 

2010-08-14 ~ 2010-08-19. 

6. Tsai, Yu-Yueh, 2010, “ Geneticizing Ethnicity: A Study of the Taiwan 

Bio-Bank”, East Asian Science, Technology and Society: An International 

Journal (EASTS), 4(3):433-455. 

7. 蔡友月，2010，〈真的有精神疾病嗎？一個跨領域研究取徑的定位與反

省〉，發表於精神醫學、歷史與社會研討會，台北：陽明大學，2010-04-16。 

8. 蔡友月，2009，《達悟族的精神失序：現代性、變遷與受苦的社會根源》，

共 534 頁，台北：聯經 (榮獲 2009 年中央研究院重要研究成果/2010 年 

        國科會人文學及社會科學專書出版補助）。 

摘要 

探討蘭嶼達悟族高比例精神失序的歷史社會根源，以及精神失序者的疾病歷

程主觀經驗與日常的社會文化處境，主要分析焦點在於社會變遷所形塑的文化建

構、現代醫療與疾病受苦的相互關係。 

首先分析達悟人高比例精神失序的結構根源，並回應生物基因論、環境論、

建構論三個對精神失序的研究取徑，對本體的預設、認識論不同的立場，釐清各

自的貢獻與限制。延續建構論的基本洞見，結合「社會受苦」的概念，避免淪入

相對主義，以探究達悟族所面對的快速社會變遷與精神失序的關係。再者，主要

是回應既有文獻對文化「本質性」與文化「同質性」的不當假設，進而從社會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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遷的分析角度，探討達悟傳統文化、基督宗教、現代精神醫療在處理精神失序上

的可能定位與限制。 

作者經過長達八年深入的民族誌田野觀察，接近達悟族人當代的生活世界與

受苦經驗，同時輔以各種文獻資料，清楚的分析出達悟族人長久的歷史處境與其

當代命運的關連。 

2. 陳慈立，原住民飲酒行為與其相關健康問題的政經分析 

 學歷：成功大學公共衛生研究所碩士 

 經歷：成功大學公共衛生研究所研究助理 

 現職：社團法人臺灣公共衛生促進協會秘書長 

 通訊處：704 台南市北區長榮路四段 31 巷 23 弄 37-2 號 

 電話：06-2757928 

 傳真：06-2756882 

 電子信箱：douchen@gmail.com 

 著作簡目：陳慈立：酒的商品化與原住民飲酒行為及其相關健康問題-一個

政治經濟學的歷史分析。成大公衛所碩士論文，2007。 

摘要 

原住民健康弱勢是台灣學術界長久以來投注大量研究人力與資源的研究議

題，也造就出不少知名的教授以及名揚國際的學術報告。然而，事實是，數十年

過去了，原住民健康弱勢情形改善的速度遠比不上學術研究堆疊的速度。與原住

民健康弱勢相關的研究議題中，筆者特別深入飲酒相關的健康問題去整理、探

究，希望理解為何造成上述學術研究成果難以實際回饋到原住民健康改善的情境

中。 

首先，從政府提供的健康數據來看，我們觀察到與飲酒直接或間接相關的健

康問題中，原住民確實比起台灣民眾的健康表現來的差，並且從縱向的歷史發展

來看，兩者的差距是越來越大。因此，學術研究鎖定了這個現象，產生出大量的

生理的、基因的、分子生物的、心理的、社會環境的、行為的…等領域的研究報

告，整體來看，這些研究指出原住民飲酒行為及其健康弱勢的問題有這麼多種的

可能原因，然而各家學問卻都有著各自的侷限，基因論述過份跳躍、心理或行為

研究的片面性…等，而其中共通的問題就是---欠缺從歷史向度指出政治經濟結構

變化對原住民生命發展的決定性影響。 

立基於上述的研究，為了改善原住民的飲酒相關健康問題，政策制定者於焉

產生要改善健康問題就要減少導致高健康風險的行為這樣的思維，因此，針對飲

酒行為方面，最著名的就是節制飲酒計畫，「節制飲酒、促進健康」，是這個行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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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核心目標，雖然對於導致原住民飲酒行為改變的原因做過很多的探討與分析，

然而，實際執行起來，卻簡化成衛生教育對於行為改變的策略，因此挑戰也就來

自於當專業人員所代表的外界資源離開原住民的生活之後，飲酒行為的老問題又

悄悄的回到部落中，甚至許多實際參加者笑說，忍著三個月不喝酒，我就又有喝

酒的錢了。這是一個值得我們深思的例子，一個立意良好的政策，究竟欠缺了什

麼樣的思考與策略，導致結果竟然是如此的不堪呢？！ 

最後，我們回過頭來思考，為什麼原住民的健康弱勢需要以歷史向度對政治

經濟的結構變化進行分析，才能夠切中弱勢處境的問題核心？我們來問兩個關鍵

的問題： 

其一，如果健康問題前身是不良的健康行為，哪麼為什麼在短短不到半世紀

的時間內，整個原住民族群的飲酒行為會產生如此遽烈的變化，導致原住民飲酒

相關的健康問題急速惡化？換句話說，這半世紀的時間對原住民族群代表了什麼

意涵？ 

其二，飲酒行為需要酒做為重要配角，而這飲酒相關健康問題急遽嚴重的半

世紀中，酒，這個商品，是否也產生了重要的變化？ 

在思索上面兩個問題的同時，很明顯的就可以察覺，不從歷史向度、不從社

會結構變遷、不從政治經濟的影響來分析，是絕對無法回答清楚的，當然，迴避

了這些根本的提問，政策以及任何試圖從表淺改變原住民飲酒行為的策略，斷是

難以獲得成效的。 

這個新的論述方向，早在上個世紀中已經有國外學者提出，並且進行研究分

析，而臺灣對於這方面的學習與辯證，卻老牛拖車似的仍然在原地打轉，因此藉

由本次大會，我們需要將這樣的新論述再次提出，希望促成台灣政策界、學術界

以及實務界對於原住民健康弱勢研究與實踐策略的反思與修正。 

 

3. 高瑋蘋，原住民結核病問題形成的歷史分析 

 學歷：國立成功大學公共衛生研究所碩士 

 現職：社團法人臺灣公共衛生促進協會專員 

 通訊處：10058 台北市忠孝東路 2 段 39 巷 2 弄 14 號 3 樓 

 電話：02-2321-3937 

 傳真：02-2321-3917 

 電子信箱：kaoweiping@gmail.com 

 著作簡目： 

1. 高瑋蘋：台灣原住民結核病問題的形成：一個歷史的分析。成大公衛所

碩士論文，2010。 

2. 高瑋蘋：結核病防治與原住民人權。TAHR 報，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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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台灣原住民在諸多健康指標上相較於台灣全體民眾的健康情形來得差，不僅

是平均餘命較低且疾病死亡率也較高，尤其在結核病問題更是明顯，原住民比起

非原住民有較高的結核病發生率以及死亡率，而且結核病死亡率的差距過去三十

多年中有逐漸加大的趨勢。台灣原住民之所以呈現出健康劣勢的情形，以及社會

經濟地位的邊緣化，是因原住民社會遭受到數十年資本主義變遷影響所導致的結

果。面對原住民健康弱勢的處境，尤其是結核病問題，國內有許多研究都試圖想

解釋這樣高發生率與高死亡率是如何產生的，但大多數的文獻以基因推論、歸咎

個人行為、服藥順從性不佳，以一種去歷史、去脈絡化的方式分析，然而，這樣

的分析不僅無法解答問題，反而造成汙名化。 

本研究分析原住民結核病問題如何在歷史變遷過程中形成，從以下幾個面向

探討：(一)遷移(二)社會經濟地位(三)生活居住及健康條件，同時探討這三個面向

如何作用在原住民結核病患者的得病經驗。研究結果發現，原住民受到台灣政治

經濟變化的影響，必須遷移外出至都會地區工作，又受限於教育程度的低落，導

致所能選擇就業的職業多為低階勞動的操作工、非技術工、體力工進而影響其勞

動條件與工作居住環境。原住民結核病問題愈來愈惡化的情形，乃是長久歷史發

展所造成。然而，對於結核病的就醫補助政策，雖提供結核病完治獎金自 2000

元增加至 5000 元，希望可以透過完治獎金的誘因鼓勵病患早日完成治療，但是

對於請領完治獎金是無法根本性的改善結核病患的處境與問題，很有可能面臨下

一次的發病。 

欲瞭解台灣原住民結核病問題的發展過程，進而改善原住民的健康問題，單

是從目前國內相當侷限且偏頗詮釋的研究中，是無法得到理解、澄清進而改善

的。我們若要深刻分析、理解原住民日益惡化的健康處境，必須從歷史的方向做

政治經濟學的分析，方能夠在歷史脈絡中理解，並對於原住民結核病問題的形成

有更進一步的詮釋與分析。 

 

4. 顏婉娟，以實務工作者的角度看原住民健康問題的新論述 

 學歷：國立陽明大學社區護理研究所碩士 

 現職：新北市烏來區衛生所護理長 

 通訊處：233 新北市烏來區堰堤路 48 號 

 電話：02-2661-7200 

 電子信箱：ywco1881@yahoo.com.tw 

 著作簡目： 

1. 張麗春；顏婉娟；呂素英：員工充能模式於公共衛生護理之應用與省思。護

理雜誌 2006；53 卷 2 期：11 -17。 

2. 顏婉娟：烏來泰雅族婦女飲酒經驗之探討。陽明大學社區護理研究所碩士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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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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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在醫療專業視野下，飲酒成為影響原住民健康的重要問題，而原住民婦女飲

酒更在母職的概念下，成為專家積極施以衛生教育介入措施的對象。本研究的目

的在探討泰雅族婦女飲酒經驗，以理解在其文化脈絡下飲酒的意義及內涵，期能

提供更有效的健康服務。 

本研究的概念架構為女性主義認識論及主體建構與論述，透過主題取向的民

族誌研究法的應用，以民族誌晤談法和主動參與式觀察等方式進行資料收集。以

理論抽樣方式決定樣本訪談個案；並以研究生之職業角色公共衛生護士的身份，

進入部落日常生活情境中記錄關於飲酒的觀察。研究結果發現，烏來泰雅族婦女

處於族群與性別的加乘壓迫下，被選擇進入就業市場後，促成婦女飲酒的情境。

而婦女飲酒的經驗有下列三項文化主題：Ⅰ）酒對烏來泰雅族婦女的文化意義及

功能；Ⅱ）dah-gwa-gun 的意義與專業論述之抵抗；Ⅲ）烏來泰雅族婦女的轉機

---與酒共生。 

作者為長期投入於原住民部落的實務工作者，將以實務工作經驗回應當前原

住民健康問題的新論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