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菸害的政治經濟學分析以及因應之道 

每當談到菸害議題時，難道只能直覺反應地責怪吸菸者個人的問題嗎？不！

衛促會不這麼想！我們要真正理解菸害的問題必須要跳脫這個框架，以全面性的

視野、深刻地分析菸害問題，搞懂每年拖垮國人健康的第一殺手。 

分析菸害問題我們必須要知道「吸菸不是個人的行為，乃是政經社會的產

物」。本論壇中，我們將從政治經濟學來分析菸草公司、媒體、銷售商、政府、

以及民間團體之間錯綜複雜的關係，透視菸草發展史與資本主義的發展進程如何

密切相關，進一步破解菸商的詭計。接著展開對媒體菸害的政經分析，說明大眾

媒體、文化產業是如何將吸菸行為建構、型塑成為一個正面、愉快甚至健康的意

象，我們也分析菸商跨國資本與媒體資本的共生關係。我們又進一步從政治經濟

的方向來分析菸害所導致的健康不平等的問題，包括區域間的不平等、社經地位

不同群體間的不平等、行業間的不平等。世界衛生組織WHO：「吸菸是導致健

康不平等的最重要因素，而菸害防制是減輕健康不平等問題的最重要介入措施之

一」。這樣的論述正呼應著《台灣公共衛生促進協會》在草根社會的行動，我們

在培訓種籽師資時，教導他們如何嚴謹的分析菸害問題的根源，而種籽師資在社

區大學或社區進行民眾教育則是採取雙向理解、對話式的互動，我們在社區推動

活潑又具有創意的公衛小戲，我們期待經由這樣的行動，社區民眾終將長出自主

行動的力量，走出生根在地的菸害防制之道。 

 

 主持人：程樹德(台灣公共衛生促進協會理事、陽明大學微生物及 

免疫學研究所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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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著作簡目： 

(1) 程樹德，文化累積後所產生的新現象。人是什麼：生命教育，高雄復文，

2010。 

(2) 程樹德，複製科技。帶醫師回家，文經社，2008。 

(3) 程樹德，人性與倫理。新品格教育：人性是什麼？五南，2008。 

(4) 古爾德著/程樹德譯，達爾文大震撼—課本學不到的生命史。天下文化

2009。 

(5) 古爾德著/程樹德譯，貓熊的大拇指。天下文化，1997。 

(6) 溫伯格.瓦莫斯著/程樹德譯，基因叛變記:癌的分子生物學。遠哲科學教

育基金會出版，2000。 

摘要 

菸草使用有害健康，這是一項在二十世紀中葉就建立的事實，但由於菸草公

司圖利以及各國政府圖稅，竟皆無法大刀闊斧地掃除菸草。 

就以去年世界衛生組織的報導(二零一一年五月，第三三九號)言之，它統計

出來，全球每年有六百萬人死於吸菸，全世界有十億吸菸者，而其中百分之八十

生活在低收入和中收入國家。 

若不積極對抗這個趨勢，到了二零三零年，估計死於菸害人數，全球每年可

達八百萬人，這所造成的病痛及悲哀，是難以估量的，也對公衛及醫療系統添上

重大負擔，甚至波及大量不吸菸之無辜者。 

據統計，高收入及中上收入國家中，對菸草製品的消費，正漸漸減少，但全

球總消費卻日益增加，增加之消費該是落在低收入國家之民眾，使其弱勢地位，

更形加強。 

但到底有何潛在原因，主導這窮人增加吸菸的趨勢呢？第一個原因，是菸草

公司利用帝國主義政府之霸權，以全球化之名，向各貧窮國家銷售菸製品，第二

個原因，是菸草公司利用各種手段促銷菸品，吸引人上癮，第三個原因，是各國

政府無決心對付菸害這一巨大公共衛生問題，第四原因是反菸團體勢力薄弱，無

法力挽狂瀾，當然還有其他諸原因，使菸害仍然巨大。 

 

2.王實之，「溫柔的殺死你～」媒體菸害的政治經濟分析 

 學歷：University of Essex 博士  

http://www.books.com.tw/exep/pub_book.php?pubid=kfuwen
http://www.books.com.tw/exep/pub_book.php?pubid=cosmax
http://www.books.com.tw/exep/pub_book.php?pubid=wunan
http://www.google.com.tw/search?hl=zh-TW&tbo=p&tbm=bks&q=inauthor:%22%E6%BA%AB%E4%BC%AF%E6%A0%BC%22
http://www.google.com.tw/search?hl=zh-TW&tbo=p&tbm=bks&q=inauthor:%22%E7%93%A6%E8%8E%AB%E6%96%AF%22
http://www.google.com.tw/search?hl=zh-TW&tbo=p&tbm=bks&q=inauthor:%22%E7%A8%8B%E6%A8%B9%E5%BE%B7+((%E7%94%9F%E7%89%A9%E5%AD%B8))%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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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經歷：臺北醫學大學通識教育中心、成大公衛所博士後研究員 

 現職：社團法人臺灣公共衛生促進協會理事、陽明大學衛生福利研究所助理

教授 

 著作簡目： 

(1) 吳怡伶、王實之，(已接受)，〈常民參與對醫療知識與衛生政策的貢獻： 

職業病認定與補償之爭議的歷史分析〉，《台灣社會研究季刊》。 

(2) 王實之(2010) From ‘Reserve Army’ to ‘Vanguard’: the transformation of 

gender-class intersection throughout women’s workers’ collective resistance 

in Taiwan論文發表於「2010 Gender, Work and Organization （SSCI 

journal）2010 Conference 」，英國，2010年 6月。 

(3) 王實之(2009)「「當『幽靈』成為『經典』—通識教育「共產黨宣言」

課程的規劃與教學反思」。論文發表於「南華大學通識教育中心主辦【通

識核心課程工作坊】，嘉義：南華大學通識教育中心，2009年 12月。 

(4) 王實之(2009)「多元文化在醫學教育的實踐」。論文發表於「臺北大學

通識教育中心主辦<宗教與移民研討會>，臺北：臺北大學通識教育中

心，2009年 1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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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透過對「媒體菸害」的政治經濟分析，說明吸菸行為如何透過大眾媒

體、文化產業被建構、型塑與連結到正面、愉快甚至健康的意象，以及菸商跨

國資本與媒體資本的共生關係。我們首先分析菸草業者所使用的促銷技巧包括

直接的廣告、促銷活動以及間接的贊助活動等方式，降低消費者對吸菸所造成

健康危害的警覺性。解析媒體如何重組編排截取俗民文化的片段，創造出具有

吸引力的大眾文化內容。透過媒體的政治經濟分析，我們檢視的菸品廣告發

展，包括進口菸商的周密行銷傳播活動與市場成長的關係。作為「意識型態工

業」的產製者，控制我們的世界觀與價值觀的現代媒體多屬私人財團，因此常受

到政治力與經濟環境的影響，傳遞特定價值給閱視聽人。我們探討菸品利潤與

其媒體投資的關係，以及這樣的商業利益所帶來的社會成本。最後，我們將從

國家、倡議團體與民眾教育的角度探討媒體菸害的對抗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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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陳美霞，菸害與健康不平等 

 學歷：伊利諾州立大學香檳分校社區衛生教育及行為博士 

 經歷：芝加哥大學社會服務行政學院衛生行政與政策研究所副教授、成功 

          大學醫學院公共衛生研究所教授兼所長 

 現職：社團法人臺灣公共衛生促進協會理事長、成功大學醫學院公共衛生 

  研究所特聘教授 

 著作簡目： 

(1) Chen, M.S.  Book review: Textbook of International Health: Global Health 

in a Dynamic World, Global Public Health, 2012, in press. 

(2) 陳美霞, 資本主義養成的、如何可能批判/改造資本主義？兼論公共衛生

批判知識分子的形成, 台灣社會研究季刊, 2012. 出版中 

(3) 陳美霞, 公共衛生體系醫療化與市場化的共生關係：一個歷史的考察, 

「疾病與社會：台灣經歷 SARS風暴之醫學與人文反省」論文集, 2012. 

出版中 

(4) 陳美霞, 台灣公共衛生體系醫療化與市場化的歷史發展分析, 台灣社會

研究季刊, 81:3-78, 2011.  

(5) 陳美霞, 書評：達悟民族，你為什麼不生氣？──精神失序社會學分析

下的蘭嶼“鉅變”, 台灣社會學, 20: 209-219, 2011  

(6) Chen, M.S. and Chan, Anita.  Occupational Health and Safety in China: 

The Case of State-Managed Enterprises,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Health 

Services, 40(1): 43-60, 2010. 

(7) 陳美霞, 從公共衛生看全球暖化問題, 醫療品質雜誌, 3(4): 14-18, 2009. 

(8) 陳美霞, 病毒無祖國─新流感與跨域治理, 臺灣民主季刊, 6(2): 211-218, 

2009.  

(9) 范國棟、陳美霞, 臺灣醫院護理人力增長的初步分析, 臺灣衛誌, 28(1): 

26-34, 2009. 

(10) 尤素芬、陳美霞, 企業內安全衛生保護之勞工參與機制探析, 臺灣衛誌, 

26(5): 419-432, 2007. 

(11) 陳美霞, 大逆轉：中華人民共和國的醫療衛生體制改革, 批判與再造, 

31:  34-48, 2006. 

(12) 陳美霞, 南臺灣的公共衛生問題：與北臺灣的比較分析, 臺灣衛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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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6): 504-518, 2005. 

(13) Chen, M.S. and Chan, Anita, Employee and Union Inputs into Occupational 

Health and Safety Measures in Chinese factories,Social Science & 

Medicine, 58: 1231-1245, 2004. 

(14) 陳美霞, 公共衛生畢業生出路問題的思與辯─2002年臺灣公共衛生學會

年會討論會緣起及記實, 臺灣衛誌, 22(5): 337-339, 2003. 

(15) Chen, M.S. Workers’ participation and their health and safety protection in 

China’s transitional industrial economy,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Occupational and Environmental Health, 9(4): 368-377, 2003. 

摘要 

在台灣，菸害導致的健康不平等是多面向、多層次的。在成年人吸菸行為中，

（1）吸菸率區域不平等：過去十年中，吸菸率持續佔高位的五縣市（基隆市、

花蓮縣、台東縣、桃園縣、及台北縣/新北市）的吸菸率是吸菸率長期處低位的

台北市的兩倍左右；（2）教育程度不同群體間的不平等：教育程度較低的人較會

吸菸、較多機會曝露於二手菸；（3）行業間的不平等：營造業、不動產業、及運

輸倉儲業員工吸菸率比其他行業高很多，如，2010年，34.5%的營造業員工吸菸，

相對的，只有 3.1%的教育服務業員工吸菸。 

還有，造成吸菸者死亡最主要的疾病有四個：慢性阻塞性肺病（chronic 

obstructive pulmonary disease, COPD）， 肺癌、口腔癌、喉癌，而這些疾病死亡

率由吸菸導致的比例各為 90%、85%、92%、84%，利用這些科學研究結果，我

們算出因為菸害而導致的這四種疾病的死亡率，發現，（1）區域之間的不平等：

上述吸菸率高的五縣市因菸害造成的、上述四個疾病的死亡率，明顯比台北市

高，而且這個菸害健康不平等不僅巨大，甚至有些在惡化中，例如，運用健康不

平等的照妖鏡—多餘死亡指數來測量，我們發現台東縣因為菸害造成的 COPD

多餘死亡指數，與台北市相比，從 1971年開始到 2010年就長期維持在 51%到

66%之間，即，台東縣假如吸菸率與台北市一樣的話，台東縣民死於菸害相關的

COPD的人中，51%到 66%是可以避免的。（2）社經地位不同群體之間的不平等：

西方及台灣的文獻顯示，低社經地位的弱勢群體死於 COPD、肺癌、口腔癌、及

喉癌的比率相對高很多。 

上述有關台灣吸菸及菸害死亡率的實證研究與西方的研究結果可以互相呼

應。因此，世界衛生組織《健康的社會決定因素委員會》(Commission on Social 

Determinants of Health)指出：吸菸是導致健康不平等的最重要因素，而菸害防制

是減輕健康不平等問題的最重要介入措施之一。 

那麼，非成年人呢？台灣每年約有 2萬人死於菸害，但是 2萬條寶貴生命的

“死諫”並沒有給台灣年輕一代帶來警訊：台灣國中生吸菸率是 8%，而高中職五

專生的吸菸率則是 15%！我們進一步做實證分析，發現與上述成年人的情況雷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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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青少年吸菸率有明顯的區域不平等，如，各縣市高中、高職與五專吸菸率中，

最高的台東縣是最低的台南市的 3倍，而國中生則是 4倍。而且，吸菸行為相關

因素也有明顯的社經地位群體之間的不平等，如父母教育程度比較低的家庭，無

菸環境的預防措施比較不好，社會經濟地位比較低的家庭的青少年子女，較早開

始吸菸，成為習慣吸菸者的比率也較高。 

 

4.高瑋蘋，衛促會的在地菸害防制行動 

 學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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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著作簡目： 

(1) 台灣原住民結核病問題的形成-一個歷史的分析，2009，成大公衛所碩士

論文。 

(2) 結核病防治與原住民人權，2010，TAHR報。 

摘要 

<衛促會>認為台灣菸害防制的根本策略應從教育紮根，建立民眾對菸商伎

倆、媒體廣告的終身免疫力。我們培訓專業公衛醫護人員成為菸害防制種籽師

資，以政經的視野讓種籽師資理解菸害問題的根源，對於菸的歷史發展有全面性

的認識，對於媒體菸害能夠分析，對此問題有更深刻的理解，進而走進社區，建

立起社會的拒菸氛圍。 

我們認為分析菸害問題時，若是缺乏這樣的全局觀點，恐怕會無法準確判

斷哪裡出了問題。到社大/社區的課堂，種籽師資與民眾建立起雙向的互動學習

方式，與吸菸者一起討論各種導致落入吸菸的情境，其他人可以如何避免等

等，開放式廣納各種群體的意見發表，可以讓學習與對話的內容避免落入一言

堂的貧瘠，更不會使菸害防制教育成為填鴨式的政令宣導場合。菸商不顧廣大

民眾的健康，更是我們要抵制的對象，我們與吸菸者並不是敵對的關係，而是與

他們同一陣線，共同對抗從社會結構而逼迫他們不得不吸菸的處境。 

結合在地元素，發展公衛小戲，鼓勵社區裡的學童與成年人共同參與菸害防

制公衛小戲的創作與演出，建立起向下紮根的菸害防制教育。期盼學童可以從參

與過程中不僅學習菸害的相關知識及養成也培養他們對菸害的批判及分析，進

一步協助學童們從批判思維而形成拒菸、反菸的能動性。讓投身菸害防制小戲

的學童們能夠更有自信、以參與菸害防制工作為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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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將持續推動菸害防制種籽師資培訓、生根草根社會的社區民眾菸害防

制教育，以及辦理與大社會對話的民間公衛論壇。在每一次的行動當中，我們

期待民眾可以產生行為的改變，並且逐漸減少因知識不足及其他環境、結構性

因素所帶來的吸菸行為，逐步建立起臺灣社會共同參與菸害防制的行動與氛

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