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弱勢群體與其健康問題：衛促會觀點 
弱勢群體的產生是代表一個社會的經濟資源和社會權力分配不均的結果，其健康問題與此

情形更有著共生關係。社會不平等和健康不平等研究領域的國外相關研究已經指出許多造成弱

勢群體及其健康問題的社會決定因素，而他們不同的論述方式也反映出其不同的社會背景及其

致力改善的問題。本論壇除了將分析弱勢群體相關概念發展歷程，討論健康的社會決定因素在

國際的發展，以及在台灣社會的應用；也將探討國際上在健康與社會不平等議題上的理論與實

踐；為了落實這個議題在台灣社會實踐的可能性，本論壇也將探討相關問題的文獻批判，並提

出研究發展的建議；最後我們嘗試以衛促會對此議題的關懷和觀點，說明衛促會對此議題在理

論與實踐的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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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弱勢群體的產生，反映一個社會集體努力所得的經濟成長果實以及伴隨著這個果實的

社會權力的分配不平均、社會結構不合理，因此導致經濟地位與社會地位的兩極化，在這

兩極化的底層那一端，弱勢群體於焉產生。 

從一九六○年代末期至今，台灣的社會總財富幾乎未曾中斷的增長著，而台灣的吉尼

係數顯現，在一九六○至七○年代，這個由台灣大眾所共同創造出來的社會財富，部分確

實是由社會各個階層分享的，因此，當時社會的收入分配明顯的漸趨平等，吉尼係數因而

下降。但是這個成果並沒有永續維持，到一九八○年代股市泡沫經濟、房市炒作推波助瀾

之下，吉尼係數就開始上升。而在一九九○年代，政府全面推動新自由主義、鬆綁、市場

化、私有化政策之後，社會收入不平等的問題更大幅惡化。進入廿一世紀後，急劇加大的

貧富差距已然成為台灣極為嚴峻的社會問題。於是，弱勢群體的人數就不斷的擴大中。此

外，近十年來，台灣物價指數不斷上漲，使得弱勢群體家庭經濟困頓的處境更如雪上加霜。 

弱勢群體在社會經濟地位的弱勢，也常常導致他們的健康也多處於弱勢。一般而言，

他們在身心健康狀態、疾病盛行率及死亡率、聽力及視力問題、常有的疼痛問題、日常生

活功能障礙的困難等等多類健康指標上，幾乎都比非弱勢群體差很多。而弱勢群體的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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弱勢與他們的社會經濟弱勢是環環相扣的，形成一個共生關係，導致弱勢群體難以突破的

困境。 

當台灣弱勢群體的人數過去數年來不斷擴增的時候，同時也正是社會總財富不斷增

長、富豪人數以驚人速度增加的時候。這樣的社會制度下，富有來自貧窮、貧窮來自富有。

投入到提升台灣社會的公與義的進步團體，急需從弱勢群體的立場、與弱勢群體共同建構

一個批判的論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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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吳怡伶、王實之（2008) ‘The significance of labour/social-participation model, and 
its implication on occupational health policy: case studies in Taiwan (勞工╱社會參與

模式的重要性及其在勞工安全衛生政策上的意涵：台灣的案例研究)’。發表於「職

業安全衛生政策之現況與改進方向」研討會，台北：台灣大學衛生政策與管理研

究所，2008 年 12 月 6 日。 

摘要 

社會弱勢群體無法與其他群體享受同樣的健康水平，是資本主義工業社會的普遍現

象，這些健康差距包括發病率、罹病率、死亡率、疾病負擔和其他健康的問題。台灣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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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社會弱勢健康差距問題，已逐漸浮現並且開始受到重視；但許多關鍵的問題仍然缺乏整

體性且批判性的分析，例如：為什麼不同的群體承擔不同的疾病率與死亡率？衛生/福利

部門能夠如何更準確的找出造成這些不平等的原因？什麼樣的衛生/福利的政策推動與體

制的改革，才能解決造成健康差距的根本原因？ 

歐美資本主義工業國家，面對這個問題已有數十年的經驗；舉例來說，美國的種族—

非裔、西班牙裔、亞裔與美洲原住民相較於白人—健康差距問題，一直是倍受關注的議題。

學術界和政府部門不斷探究各種造成健康差距之相關的因素，舉凡種族、社經地位、性別、

對醫療照護的可近性以及生理或行為等因素。此外，基於這些調查和研究結果，政府與民

間也嘗試能透過政策和制度改革策略，處理促成健康差距的社會決定因素以及減低群體間

健康差距的問題。因此，本文透過回顧世界衛生組織、歐美各國之相關論述，比較分析弱

勢群體健康差距問題的理論與實踐，以期提供台灣社會參照。 

研究發現，那些造成健康不平等的社會、經濟和環境因素大多在衛生部門的權責之

外，因此改革運動需要一個整體性、跨部門的政策發展，且由熟悉區域、國內和國家間健

康公平議題和瞭解政經結構的人員來推動分析。這種跨部門的工作需要從兩個面向：1.對
問題現象的理解、2. 政策設計、執行和檢討，以及三個層次的社會參與來投入：包含 1.
大學和學術機構可以透過跨領域的教育和研究、2. 政府部門的全面管理，以及 3.社會運動

組織透過社區對話、培訓和技術支援、發展組織和聯盟等方式，實施以社區為基礎的政策

和制度改革策略，處理弱勢群體健康差距的問題。隨著全球化進程，化解弱勢群體健康差

距的行動，已經發展成為全球的、社會的和集體行動。世界衛生組織健康問題社會決定因

素委員會的成立就是一個重要的例證，它的成立使得這個議題的能見度大大提升，許多專

家與社會組織也因此集結，全球健康公平行動網絡（HealthGAEN）也應運而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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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國內弱勢群體及其健康問題的研究大多都使用國外研究的「貧窮」、「社經地位」「物質

與社會剝奪」、「社會排除」這幾個概念來進行分析，大部分的國內研究都能清楚掌握這些

概念，提出國內弱勢群體面臨的各種問題，但我們從這些研究中發現，有四個發展趨勢值

得進一步探討：1.大部分的研究多為弱勢次群群體的研究，較少有對國內弱勢群體系統性的

分析；2.國內研究在國外概念的使用過程，較缺乏對這些概念的批判，而直接進行概念的操

作化；3.操作化後的測量資料主要人以國內現有資料庫的資料為主，較缺乏社會調查與對資

料庫的批判；4.研究者的研究取向多半以客觀資料為主要分析資料，較缺乏以弱勢群體為主

體的研究。 

對弱勢群體及其健康問題進行系統且深刻的分析，將有助於呈顯弱勢群體真正面臨的

問題，並且依此制定出的政策目標，是能有效改善影響他們處境的社會決定因素。本子題

將對國內的研究進行初步的歸納與分析，提出目前有待反省的四個發展趨勢，盼能與這類

進步論述進行對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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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弱勢群體的健康弱勢與社經地位的弱勢是共生關係，因此探討弱勢群體的健康弱勢問

題，就不能限縮在健康部門去著手規劃健康改善策略，而需要從弱勢群體的立場、與弱勢

群體共同建構一個批判的論述，更進一步去實踐它，並且翻轉它。 

<衛促會>做為一個公共衛生改革的運動組織，面向弱勢群體健康問題的由來已久，從

早先的培訓規畫中納入愛滋病患的汙名化、原住民健康情形的政經分析…等，到近期探討

成功老化的重要性、原住民勞工工作安全健康的調查分析，<衛促會>透過培訓的規劃、進

行與後續的組織發展，建立起對弱勢群體健康問題的論述，並發聲與付諸實踐。 

特別在實踐過程中，<衛促會>相當重視與弱勢群體的對話、互為主體的推動方式。以

推動原住民健康的「部落健康種籽計畫」為例，在進行培訓的時候，<衛促會>將國家或學

術單位的原住民健康狀況統計資料、學術界對原住民健康問題的論述、以及<衛促會>如何

思考原住民健康弱勢的根本原因，與前來參與培訓的原住民做陳述與討論。這一方面是讓

原住民本身瞭解外界是如何來分析、詮釋原住民的健康問題；二來是透過對話，理解原住

民是如何看待自己的健康弱勢情形。 

在實踐上，則是與各族的原住民共同規劃一份問卷，透過原住民的親身參與，減少因

為語言、文字所造成的隔閡，並以原住民的生活現場、傳統文化為脈絡，擬定適切其日常

生活情形的調查問題。問卷定稿之後，則由原住民本身做為主要行動者，進行田野的訪查

與資料的收集，最後再由<衛促會>協助彙整與分析，並且與原住民一起將這些結果透過記

者會以及文字書寫等方式，向台灣社會發聲，落實與原住民共同論述、集體實踐，為改變

原住民健康弱勢的處境而努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