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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摘要 

傳統醫療的科學化是科學家長期關注的議題，伴隨科技的社會研究

的學術潮流，社會科學研究者也涉足藥物研究。在 21 世紀，臺灣政府

關注如何透過生物技術的發展，將傳統醫療科學化與商品化，以便開創

臺灣產業新局。科學家認為靈芝是帶領臺灣其他中藥材，進軍國際巿場

的典範。因此，靈芝成為瞭解傳統醫療遭遇國家治理、資本主義巿場與

新興科學研究的範例。 

本論文以療效政治的理論，採取物的生命史取徑，分析靈芝在臺灣

的商品化歷程。靈芝體現了傳統的再發明，說明靈芝作為中草藥，受跨

國貿易、科技研究與法規制度的影響，轉變成為健康食品。產學界呼籲

政府將臺灣打造成「靈芝王國」未果，傳銷業者接續投入靈芝科學研究。

業者提出「靈芝的好壞在多醣體」之說，引發靈芝巿場大戰，業者相繼

援引科學研究反擊，激發靈芝的新療效論述，產業界成為靈芝療效政治

的推動者。 

政府為了回應 1990 年代以來的健康食品爭議，於 1999 年公告施行

「健康食品管理法」，強調健康食品需要科學依據，並以重罰遏阻非法

健康食品。立法機關與行政機關立場矛盾，既形成世界上「健康食品」

與藥品及食品的法規位階相同的獨特現象，也造成後續健康食品管理法

立法嚴格，但健康食品管理法施行細則則寬鬆管制的弔詭現象。行政機

關的立場，與其說是健康食品的管制者，不如說是為企業產品背書的認

證者。由於健康食品管理法，科學家協助產業認證產品功效，協助政府

制訂管理法規，促成新型科學研究形態的誕生，本文稱為「認證科學」。 

靈芝業者投入申請健康食品認證，將靈芝從保健食品，轉變成為政

府認證的健康食品。業者發現政府認證無法保證商機，因此挪用健康食

品認證，游走法律邊緣，宣傳產品療效。傳銷業者援引多重證據，建構

靈芝療效可信度，將靈芝從政府認證的健康食品，轉變為救命的生技靈

藥，並自許為濟世救人的道德行動者。親近產業的科學家認為靈芝已從

神話走向科學，本論文認為科學與神話並非對立兩極，療效始終充滿政

治性。 

關鍵字：靈芝、健康食品管理法、物質文化、療效政治、傳銷產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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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raditional medicine has long been a research focus of natural 

scientists. Social scientists now are also involved in the in the Current 

trends in Science, technology and society (STS) now also lead social 

scientists into the field of pharmaceuticals research. In the 21st century, 

Taiwan government lists the transformation of traditional medicine as an 

industrial priority of the nation with a renewed emphasis on the 

development of bio-technology industry and the commodification of 

traditional medicine. Natural scientists believe that Lingzhi (Ganoderma 

Lucidum,) as one example of commodified medicine, is a potent treatment 

and therefore a competitive product in the international pharmaceutical 

market and that it will become an exemplar of Taiwan’s success in the 

bio-technology industry. For social scientists, the case of Lingzhi illustrates 

how traditional medicine encountered with modern state, capitalism and 

technoscience. 

This thesis analyzes the commodification process of Lingzhi in Taiwan 

by adopting the biographical approach to things and the theory of efficacy 

politics. Lingzhi is a re-invention of the Chinese medicine tradition, and 

defined as “health food” (or “dietary supplements”) by the influence of 

international trade, the science and technology studies, and the state’s 

regulation of food and drug. Entrepreneurs and natural scientists once 

convinced the government to develop the LIngzhi industry as a national 

industry and Taiwan a “Lingzhi Kingdom.” The project failed and the 

government ceased the funding on Lingzhi research, but the entrepreneurs 

continued it and became the most important promoter of Lingzhi science 

studies in Taiwan. 

In 1999, the Taiwan government implemented the “Health Food 

Control Act”(HFCA) to respond to the health food controversy in 1990s. 

Under the HFCA, to qualify any product as “certificated health food,” health 

food companies must first present required scientific evidence. A conflict 

between the legislative authority and the administrative authority resulted 

in this act “especially for health food” and independent from the food and 

drug regulation, which is unprecedented in countries like China, the United 

State, and Japan, where health food (or dietary supplement) is regulated 

under the food category. Their disagreement further led to 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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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nreasonable situation that the administration overstepped its legal 

authority when implementing the HFCA: the administrative authority 

loosened up on the rules of the HFCA with its subsidiary rules, the 

“Enforcement Rules of Health Food Control Act.” In this sense, the 

administrative authority seems more like an endorser of the companies’ 

health food product but less a regulator as it should be. This HFCA 

promoted a new type of science, the “Certificate Science,” which Scientists 

do to assist the industries to obtain the state’s endorsement for the efficacy 

of their health food products. 

The health food certificates obtained by Lingzhi companies made 

Lingzhi products be transformed from common health food into certified 

health food. However, the companies found that the government 

certificates couldn’t bring them anticipated profits, so they took the 

certificates as a shield against the government intervention and promoted 

the miraculous efficacy of Lingzhi products by face-to-face, record-free 

soliciting on the edge of the law. In this thesis, my case study reveals that a 

local Lingzhi multi-level marketing company (MLM company) cited multiple 

references to construct credibility for the efficacy claim of Lingzhi products 

so as to market the Lingzhi products as life-saving biotech drugs. The MLM 

sellers identified themselves as life-saving moral actors. The scientists who 

are friendly to the industry believe that Lingzhi has evolved from a myth 

into science. However, this thesis suggests that science and myth are not 

opposites, and the efficacy is always full of political controversy. 

Keywords: Lingzhi (Ganoderma Lucidum), Health Food Control Act, 

Material Culture, Efficacy Politics, Multi-level Marketing Indust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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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導論 

楔子、靈芝之謎：神話、科學與商品 

靈芝是民間傳說中的萬靈藥，也是臺灣科學家關注的中藥材，自 1980 年代

以來，走出山野傳奇，進入實驗室、商家以及國家。本論文透過探討靈芝的藥物

化、商品化、信任建立及物質與社會的關係，分析靈芝近 30 年在台灣的科學研

究、健康產業、傳銷巿場以及物質文化的發展與影響。 

靈芝既神奇，卻又科學，是神話中的仙丹妙藥，也是當代科學家的研究題材。

靈芝是《白蛇傳》中起死回生的仙草，靈芝草人也是大眾對 1980 年代八點檔的

共同回憶。1靈芝的神奇引發科學家的好奇，科學家研究靈芝，不論日本、臺灣、

中國大陸等地的科學家，甚至中央研究院院長翁啟惠及其團隊，都發表靈芝的科

學研究論文(李旭生 1989:21-32；林志彬 2007, 2008；許瑞祥 2010a；陸文樑等

1989；華視出版社編輯部 1987；黃漢華 2008)，他們指出靈不再是鄉野奇譚，而

是學術課題。 

靈芝不只是藥物，更是商品。靈芝相關商品是臺灣保健食品巿場的冠軍商品，

既是逢年過節強打廣告的保健食品，也是傳銷商強力行銷的抗癌補品，亦是垂死

病人的希望寄託。2中研院院長視為發展生技新藥產業的範例，產業視為臺灣生

技產業的明日之星(翁啟惠、吳亭瑤 2005；曾希文 2007；黃漢華 2008)。靈芝是

學術題材、潛力藥品以及充滿價值的商品。靈芝是個謎。 

第一節、靈芝之謎：臺灣中草藥的當代轉型 

靈芝充滿爭議。行情亂、有毒，無效，都是靈芝商品曾經出現過的爭議，業

者稱為「靈芝之王」的樟芝更被視為「全球只有臺灣瘋」的炒作商品。3靈芝相

關商品引發生態浩劫與犯罪行為的爭論：林木資源製成太空包生產靈芝，牛樟樹

砍成椴木栽培樟芝，盜伐者觸法成為罪犯，研究者更指出背後有犯罪集團操縱(呂

叔瑋 2011；許銘修 2009)。樟芝是臺灣特有種，經濟部投入大量資源，協助樟芝

工業化生產與辦理產官學會議研擬產業策略(李正宗 2009)，授權工研院產業學

院辦理多期「牛樟菌種栽培營」交流經驗，因為經濟部官員認為臺灣樟芝具有如

同德國銀杏、韓國人參、巴西蘑菇的發展潛力(李樹人 2008)。42013 年蘋果日報

爆料經濟部隱瞞樟芝有毒，引發爭議，經濟部則發新聞稿澄清，強調財團法人生

物技術開發中心的研究與巿面上的樟芝保健食品無關(經濟部技術處 2013)；業

者之間則爭議，有毒樟芝是來自椴木栽培的子實體，而液態發酵的樟芝菌絲體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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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毒性，或者揚言提告蘋果日報；服用牛樟芝養肝的消費者則擔心身上的腫瘤與

牛樟芝的毒有關(張家樂 2013)。5 

這些爭議並不新鮮，過往靈芝已有類似的爭議。1988 年國科會計劃推動大

型靈芝研究，卻在 1990 年隨著主事者去職以及學者認為靈芝療效難以確認作罷

(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 1990；吳亭瑤 2011；科學發展月刊 1987；華視出版社

編輯部 1987；經濟日報 1988)。1993 年西醫師指出五名 B 型肝炎病人服食靈芝

病情加劇，一人甚至肝衰竭死亡，但中醫師不同意靈芝致死的說法(林秀美 1993)，

1996 年一名老人口含靈芝粉過世，其子女認為老人聽信直銷人員，相信靈芝可

治病而停服西藥，導致死亡，消費者文教基金會聲討業者不當行銷，中醫藥委員

會技正陳崇哲指出，歷代名醫未將靈芝作為中藥處方，民眾不必相信靈芝療效(梁

玉芳 1996)。6數年前，消基會編輯委員暨生化專家朱槿梵批評靈芝缺少「嚴謹

的臨床實驗」證據支持，也批評中研院的動物實驗研究無關宏旨，更批判抗癌新

藥研究背後的巨大商業利益(朱槿梵 2010:74-78)。然而，自 1980 年代以來，科

學家形成了龐大的學術研究網絡：實驗室遍及台大、北醫、中興、東海、陽明等

學術機關，累積了近三十年的研究歷史(許瑞祥 2010a)，中研院的學術成果亦獲

得美國國家科學院的肯定(Liao et al. 2013；中央研究院基因體研究中心 2013)，

難道靈芝真的無效嗎？靈芝是科學家投入研究、國家授予「健康食品認證」、保

健食品巿場銷售第一名的產品，卻也是消基會、中醫藥委員會的技正以及不同觀

點的科學家質疑的爭議對象。 

關於上述爭議，我們不禁要問：(1)靈芝的療效是如何界定的？科學社群扮

演何種角色？(2)國家與保健食品產業的角色為何？(3)傳銷商究竟如何行銷靈芝

商品？(4)靈芝產業如何形塑消費者的價值觀？要言之，本論文探討「靈芝」的

療效政治，分析其社會技術網絡的形構過程，說明靈芝如何成為當代科學家、保

健食品產業、國家政策與傳銷巿場共同關注的爭議對象。 

本文的主要問題為：自 1970 年代以來，相關行動者如何透過療效建立的政

治過程，將靈芝從救命仙草、經過健康食品，轉變成為生技靈藥？本研究從歷史

觀點，分析科學社群、保健食品產業、政府當局、傳銷業者的論述及角色，利用

科學化、藥物化、商品化、物質文化等概念，剖析不同的社會團體建構或解構靈

芝價值的社會過程。 

首先，在經驗層次上，傳統醫療的研究已成為社會人文研究的重要主題。中

央研究院院士梁其姿認為，醫療社會史的分析，有助於擺脫以西方歷史經驗為標

準的「近代」史觀，讓人們重新思考在西方醫學與科技衝擊下，中國的近代體系

究竟是何種「糅雜體」(梁其姿 2013:110, 131)。史學界從物質文化研究，指出國

家政策與藥物用途及商業發展的關連(張哲嘉 2005)、商業史與身體觀的變化(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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寧 2011)、實驗室的研究程序之翻轉(雷祥麟 2008)；或者是人類學界從當歸看性

別與身體文化的建構(張珣 2007)、從燕窩看生產模式與藥物效果的關係(蔣斌 

2009)、或是社會學界從四物湯看保健食品產業的發展(安勤之 2008, 2010)、從紅

麴看生技產業如何進入保健食品產業(陳尹婷 2011)，都意味著傳統醫療的當代

發展受到學界重視。 

在中草藥現代化作為國家發展的意識形態底下，靈芝成為科學研究、農業栽

培、經濟發展、臨床試驗、國家政策與民間巿場的關注對象。靈芝有超過三十年

的科學研究作基礎，與其他保健食品相比極具特殊性(吳亭瑤 2011)。相較於雷

祥麟(2008)對中藥常山轉變成為「新抗瘧藥」的研究，本論文的靈芝研究有以下

的特殊之處：靈芝具有極大的詮釋彈性，在慢性病盛行的背景下，靈芝與新藥開

發及保健食品風潮連結，具有轉變成為中藥、保健食品或健康食品、新藥等多種

可能性。靈芝也涉及多種爭議，包括價格、安全、療效、品種等等面向。相較於

以民國早期為場景的常山研究，靈芝研究將幫助我們瞭解當代藥物場景。 

其次，相較於四物(安勤之 2008)作為性別化的商品，與美麗產業有關，靈

芝可說是醫療化的商品，或者說，超越醫療化，走向「健康化」的商品。靈芝與

健康產業有關，涉及防癌、抗老、延遲死亡的生命政治議題，也與當代新創立的

「亞健康」範疇息息相關，突顯出在醫療場域之外的健康照顧議題。其次，靈芝

也與孝親倫理相連，成為具倫理意涵的商品。靈芝最重要的定位，在於它是中草

藥轉變成健康食品的最典型案例，因為它是國內獲得最多項目健康食品認證的新

興中草藥商品。 

最後，相較於維他命的爭議強調飲食均衡與營養，著重職業團體之間的競爭

關係(Apple 2002)；靈芝則是傳統醫療與現代生物醫學交會的產物，突顯在地文

化如何挪用現代生物醫學與傳統醫療，再創新的藥物文化的複雜性，包括分子生

物學層次上的各種介入，提供從觀察在地醫療轉化的後殖民醫療視野。 

在理論層次上，本論文將企圖反駁下列論點：(1)傳統醫療與現代醫療是對

立的兩極，且具有傳統醫療向現代醫療演進的線性發展關係；(2)藥物的效力僅

是生物化學反應，與社會無關；(3)科學知識必然是優越的知識，而科學知識必

然取得人們的信任；(4)物能夠商品化是因為社會團體的價值競技。 

本論文主張：(1)傳統醫療與現代醫療的區分並不恰當，應視為不同地方文

化，不具線性演進關係，但兩者權力確實不對等，必須考慮科技治理、文化霸權、

物質面向與全球化的影響；(2)藥物的療效依賴於社會脈絡，除了科學家、醫師

與藥師之外，其他的行動者（如使用者、親朋好友、非主流醫師、大眾傳播媒體、

傳銷商等等）也參與藥物療效的建構過程；(3)科學不是放諸四海皆準的普遍知

doi:10.6342/NTU201601133



16 
 

識，隨著不同場域有不同參考團體，擁有不同的可信度標準，健康食品認證是政

府建構商品功效可信度的新手段，然而，在傳銷情境中，個人經驗與見證更具說

服力；(4)必須考慮物質與社會的共構關係，商品化也必須考慮物質因素，看到

物質與社會的共同演化。 

在方法論上，本文採取行動者網絡理論(Actor Network Theory)以及物質文化

研究中「物的社會生活」取徑。行動者網絡理論主張打破自然與社會的二極對立，

關注中介，觀察行動中的技術科學，主張以描述方式，觀察各種連結產生的歷史

過程，該理論也提醒我們網絡關係中的異質結合與權力面向(Latour 1991, 2005; 

Latour and Woolgar 1986; Law 1991, 1999)。Latour 認為行動者網絡理論的貢獻在

於將「社會的」(the social)轉變為循環(circulation)，引導研究者去觀察網絡之間

(in-between)的互動，是幫助研究者觀察行動者實作的方法(Latour 1999)。7 

Appadurai(1986; 2008)提供本研究從權力視角分析商品轉化的歷史取徑。他

區分「物的文化傳記」與「物的社會歷史」兩種視角，從物的流動軌跡討論兩者

的辨證關係。8常規化的軌跡與流通路線，稱之為「路徑」，是人物之間相對穩定

的關聯，不穩定的軌跡則是「偏移」。商品的路徑或者偏移受到需求調節，需求

的調節機制包括時尚與消費禁令。9時尚與消費禁令具備社會分類與影響社會實

作的功能，需求則是受到「價值競技」決定，即受社會團體互動過程與特定事件

影響，知識成為商品交易的重要中介。知識的中介成為分析商品化的關鍵。 

本論文跟隨靈芝的社會技術網絡，勾勒其路徑及其偏移過程，探索靈芝的社

會生活史，討論科學研究、商業活動與官方治理與中草藥當代發展的關係。 

第二節、文獻探討 

一、靈芝的特殊性：丹道傳統下的神聖物質 

「靈芝在我們通常的觀念中乃一「仙草」，雖然類似菇菌，我們決不稱

其為「仙菇」也，[白蛇傳]盜靈芝一幕，簡稱「盜草」而不作「盜菇」，

即由此而來，尤其是英文的 Mushroom，聽來似乎又平凡，又庸俗！」

[括號中字為筆者所加] 

──上官筱慧(1972)評 William Packer《白蛇傳》英譯10 

 「靈芝」的特殊性，在於它是「仙草」，而不僅僅是「中藥」。仙草為丹道傳

統的產物，後通俗化成為民間傳說與武俠小說的題材；「中藥」指的是醫療場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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裡中醫師所使用的藥物。仙草意味著起死回生的功效，不論是前述引用《白蛇傳》，

或者是後世流行的武俠小說，都賦予靈芝奇幻色彩。而這些奇幻色彩，更有《神

農本草經》的經典論述支撐。後代研究者認為靈芝應歸為神仙家的藥物，而非醫

家藥物(黃耀文 2009: 22)。「靈芝」的起源為神仙家，而非醫家。 

中國學者指出，靈芝包括狹義與廣義兩種解釋。蘆笛考據「芝」的辭源，指

出「在中國主流文化中，芝與靈芝通常可以互換，狹義指靈芝（Ganoderma 

lucidum）、紫芝（Ganoderma sinense），廣義則把形態、色澤與之類似的大型

真菌都囊括在內，包括在[分類學者]趙繼鼎先生所設的靈芝科（Ganodermataceae）

中」(蘆笛 2011:45)[括號中字為筆者所加]。換言之，靈芝是一個具有詮釋彈性的邊

界對象。不同行動者可以為「靈芝」這個邊界物劃出範圍，並且相互溝通，不論

這種溝通是指取得共識，或者彼此區隔。 

在歷史發展過程中，靈芝經歷了「神秘化」與「去神秘化」的過程(蘆笛 2011)。

蘆笛認為早期在先秦時期的文獻當中，對「芝」的描述並無神秘色彩，隨著漢代

道教文化的興盛，「芝」摻入了許多的虛構想像，從當代真菌學來看，道教圖譜

文獻中某些靈芝為不可能存在的物種，如人形靈芝，這些物種反映了古代丹道修

煉者的文化想像(Lu 2014)。魏晉南北朝以來神仙之說，神秘化芝類，《神農本草

經》收錄為草部上品。《神農本草經》共收錄六種芝，依色彩作區分，分為青赤

黃白黑紫六色，功能略有差異，但皆被認為久服可「輕身不老，延年神仙」(陳

士瑜 1991a:70,73)。 

道教文化影響了歷代人們對於「芝草」的認識，影響範圍包括哲學、醫藥、

文學與藝術等領域，靈芝在不同場域，經歷了不同程度的除魅過程。陳士瑜說「宋

朝以後，芝草逐漸去神秘化，一方面是藥物學家審慎看待芝草；另一方面則是菌

蕈科學的萌芽，栽培技術的進步，使得道家秘守的種芝之術失去原有意義，也成

為抵制芝草神化的重要因素」(1991a:79)。到了明代，李時珍降格靈芝的分類地

位，在《本草綱目》中將靈芝「從傳統的上品改放到菜部之中。…高不可攀的仙

草至此變為與香菇、木耳為伍」(黃耀文 2009:16)。對於醫者來說，靈芝並非他

們會使用的藥物，這與靈芝品項多、辨識難、產量少、方劑應用少等因素有關，

而邊緣化成為民間用藥(ibid:24)。然而，但對文化工作者來說，靈芝的仙草魅力，

仍是創作的好素材。因此，蘆笛所提的去神秘化，事實上侷限於醫療領域，而在

通俗文化之中，靈芝的仙草魅力，持續成為文學創作的素材。 

清末民初，隨著報刊雜誌及出版業的興盛，「武俠小說」援引丹道文化作為

書寫素材，建構了「千年靈芝」的聖藥想像(葉洪生 1994)。11靈芝作為創作資源，

不只出現於報紙的連載小說中（如 1968 年經濟日報連載的長篇小說《血連環》，

1986 年刊載於聯合報的《少林英雄傳》），也躍上了八點檔連續劇「靈山神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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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靈芝草人」成為現今七年級生的共同回憶（詳第二章）。其他藝術表演對《白

蛇傳》的重新詮釋，如雅音小集或改拍電影，也都強化了「靈芝」與「仙草」之

間的神話連結。 

在政治場域中，靈芝則被視為瑞草。1950 年代，國民政府撤退來臺，靈芝

的發現被視為反共祥瑞，更有好事者因靈芝而起爭執，最後決議將靈芝上呈蔣總

統才平息。12「靈芝的發現」是「反攻大陸的吉兆」，也是「天運時會」之祝福。
131971 年，靈芝發現者將特殊的七瓣靈芝呈獻給總統的禮物文化，象徵發現者對

於總統的崇敬熱忱。然而在臺灣，靈芝隨處可見，官方已不視為珍稀物。14靈芝

曾經在臺灣的政治當中，扮演了象徵愛戴領袖、反共希望的神聖角色，也因為珍

稀特性，轉變成為展覽物品。 

圖 1 作為瑞草與禮物的靈芝 

 

資料來源：中央社，〈百年七瓣靈芝草 今呈獻 總統〉，1971 年 11 月 15 日。 

 靈芝在臺灣並不罕見，但在 1970 年代以前，其「藥用價值」鮮少受到關注。

1972 年，時任藥政處長的許鴻源(1972)編著的《臺灣地區出產中藥藥材圖鑑》未

收錄「靈芝」。15許鴻源作為順天堂藥廠創辦人，也是留日藥學博士，不可能「漏

列」臺灣出產的靈芝，因此，可以合理推論，靈芝在當時並不被視為中藥使用。

直到 1970 年代中後，日本人來臺收購靈芝，拉抬靈芝的醫療價值，才逐漸有中

藥房開始將靈芝納為「中藥材」販售，靈芝才重新成為「中藥」。16 

 靈芝與其他個案如人參、常山或維他命相比，其特殊處在於它的「靈性」，

即人們相信該物質有著神聖力量。這個神聖力量，雖然體現為醫療效能，但是又

不僅止於醫療效能，還包括超越醫療的神奇功效，因此應用它的人也不僅僅是醫

家，還包括新興的健康促進行動者，如 1980 年代晚期的傳銷業者，就是以超越

醫療的立場，推銷靈芝守護人類健康。 

其次，靈芝也不同於西方科學下分析出的有效成分，如鈣、鐵、鋅等等，「靈

芝」實際上是一個具有詮釋彈性的概念。靈芝如同人參一樣，涉及不同的品種、

商品形態、商品種類、生產過程，因此在歷史發展中，「靈芝是什麼」將隨著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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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世界不同行動者的介入，成為行動者的爭議所在。 

本研究以靈芝作為研究個案，研究取徑類似歷史學者蔣竹山清朝人參史的研

究，但本文突出了當代臺灣所面對的新興議題。蔣竹山提出了「人參帝國」的說

法，認為透過人參研究，可以看到清代的政治制度、商業行為、法律措施或消費

文化(2015:2)。臺灣的歷史發展過程中，產官學界提出了「靈芝王國」的論述，

希望將靈芝打造成為德國的銀杏、韓國的人參等國族產業，迄今此目標仍是某些

學者與業者的夢想。本論文指出，靈芝研究反映了臺灣中草藥轉型成為健康食品

的特殊發展過程，傳銷產業、法規制度、以及科學研究的介入，都反映了靈芝作

為「非典型中藥」，或說「仙草」，有著不同於一般中藥的獨特歷程。透過靈芝研

究，將有助於我們從物質文化的角度，重新看待臺灣科學、商業、政治與藥物之

間的互動關係。 

二、傳統醫藥的科學化與藥物化 

(1)反省科學霸權 

 在二十世紀的近代史當中，地方醫療常被視為落後的「傳統」，必須要「現

代化」，學習「科學」，走向「文明」；地方醫療必須要科學化。梁其姿回顧了十

九世紀末以降的醫史書寫，指出當時不論是「廢止中醫」或者以西醫改良中醫的

說法，均以「學習西方醫學與科學」為手段，以便從落後走向「現代」(梁其姿 

2013:112)。在藥物的領域當中，傳統中藥被化約為「草根樹皮」，必須要透過科

學提取出有效成份，或透過科學外衣，才能繼續存在於當代社會(雷祥麟 2008；

劉士永 2010)。傳統藥物必須以「科學」作為標準發展：標準化的濃縮製劑因產

官學條件的配合，成為「科學中藥」，改變了中醫用藥習慣及臨床實作(余依婷、

鄭惠文 2012；范佐勳 2001)；萃取成份獲得科學證據支持的傳統藥物，逐步發

展成為「健康食品」、「中藥新藥」或者「植物新藥」，改頭換面上巿成為「生技

產品」(陳尹婷 2011)。藥學背景的研究者認為，中藥是製造藥品的原料，必須

透過科學與法治的現代化管理，民眾安全才能獲得保障(余依婷、鄭惠文 

2012:338)。中藥有待科學驗證及挖掘，才能成為具有價值的新藥，賦與中藥價

值的地點是實驗室(楊倍昌 2011；雷祥麟 2008, 2010)。 

實驗室是創造價值的源頭，知識生產的重要地點，但是實驗室也是權力中心，

反映了科學霸權：實驗室強化生物醫療對地方醫療的支配，成為正當性的唯一判

準。Adams(2002)批評雙盲控制實驗是文化政治的手段，以真理之名，幫助生物

醫學模式入罪於地方醫療並且剝削地方醫療，她稱此手法為「雙盲控制犯罪」

(randomized controlled crime)。韓國學者 Kim(2007)指出，傳統醫學研究者被生物

醫學典範支配，主要發展方向為以科學手段驗證傳統草藥療效，不鼓勵成效不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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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創新研究，17奉西方科學標準為圭臬，落入了全球知識霸權的被支配位置，阻

礙韓國傳統醫學的發展。印度傳統醫藥的研究也有類似發展，Sujatha(2011)指出

實驗室生產出與印度傳統醫藥無關的新藥。呼應 Kim(2007)的研究，Sujatha(2011)

指出本地傳統醫療不因接受科學研究而成長，兩者關係不平等：傳統醫學專家必

須學習科學語言，但是科學專家毋需理會傳統醫療的語言。政府鼓勵傳統醫藥透

過科學化手段追求全球利益，忽略公共衛生與人民福祉。 

但是科學的支配地位，不僅依賴於實驗室，還依賴以實驗室開展的位移及相

伴隨的社會體制(Latour 2004)。西方醫療透過實驗室的科學進展，伴隨著身體觀

與潔淨觀的變化、公共衛生的治理與國家醫療制度的建立，形成了 19 世紀西方

帝國主義、殖民主義的文化基礎。殖民地的知識份子深信西方「科學」知識及制

度具有普遍性，也正當化地方文化從屬於西方科學的知識位階(梁其姿 2013)。

隨著殖民地知識份子的信奉，科學知識的擴散模型而成為自我實現的預言，西方

文化成為先進的文化，落後國家必須追趕，才能富強：中醫被斥為玄學迷信，中

藥被視為「草根樹皮」，需要科學研究。不同於西醫透過細菌學說發展出與國家

衛生體制的制度親和性，中醫面對西醫的競爭，走向自我修養的個體養生思維(雷

祥麟 2004)，缺乏社會想像以及國家力量支持被認為是中醫在制度困境的可能成

因(劉士永 2013)。 

但是「科學」不是普世性的，而應視為西方文化與在地文化遭遇而產生的火

花，科學「並非『純粹』的西方知識與實踐，而是混合性的論述(hybrid discourses)」

(梁其姿 2013:120-121)。學者主張透過「地點」，思考科學家與在地居民的遭遇，

從區域視角探討各地方發展出來的多樣現代性(W. Anderson and Adams 2008；梁

其姿 2013)。北京大學醫療人類學者賴立里教授(2007)利用「翻譯的科學」這個

概念，18說明中醫如何挪用「科學」，創造在地用法，提醒我們不同社會有不同

科技，應從歷史權力視角理解傳統醫藥。因此，科學如同技術社會學者所談的技

術一般，具有自身的歷史性與詮釋彈性(Bijker 1995; Pinch and Bijker 1987)。 

但是科學不僅僅是社會團體之間的詮釋或者權力鬥爭，更是由人與物交互構

成產生的集體(Latour 2004:89)。科學不是單一孤立的存在，如同中藥不僅是個殊

物質，兩者應視為具有個殊歷史的社會技術網絡，在特定時刻遭遇(雷祥麟 

2008:3)。隨著特定的歷史條件，不同集體之間的權力導致不同的網絡形構方式：

食物納入藥學系統，具藥食如一特性(陳元朋 2005)，或者習用的藥物被科學家

貶抑為草根樹皮，成為新藥開發素材(雷祥麟 2008)。 

因此，藥物不僅是藥物，藥物應該被視為「集體」，是世界的相互關聯、地

方與國家的連結與生物學及社會的結果，包括政治、生態與倫理的面向，Petryna

與Kleinman總括為「藥物聯集」(Pharmaceutical Nexus) (2010:25-26)。「藥物聯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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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概念指出藥物的全球化底下所發生的政治經濟轉變過程。這個概念聚焦於製藥

業，關注藥物的生產、流通與消費，掌握核心元素之關聯；批判性地分析商業、

國家/法規、及公共利益之間的結構變化；並且企圖瞭解地方世界的生命經驗及

道德規範(Petryna and Kleinman 2010:25-26)。在「藥物聯集」的啟發下，有助於

我們從歷史視角，打開「靈芝」這個黑盒子。 

(2)劃界工作與標準化的政治 

科學與非科學的區分，是科學家以及其他行動者進行的「劃界工作」

(boundary work)。Gieryn(1983)指出科學家選擇特定要件，將科學制度化（譬如參

與者、方法、知識庫存、價值與工作的組織方式），以此建立社會界線，排除其

他參與者，並且將他們的活動貶抑為「非科學」。Gieryn將科學所主張的「真理、

客觀、理性」視為修辭手段，科學是意識形態，具有排除異己、維持界線自主、

擴張界線領地的政治功能(1983:782, 792-793)。 

雷祥麟透過常山研究，進一步說明劃界工作在藥物研究上的應用。中藥常山

由中藥的社會技術網絡支撐，包括本草文獻、藥鋪、經驗方、疾病分類到中醫師

及其用藥習慣。西醫師藉由主張「標準研究程序」（先作化學分析，最後才是臨

床實驗）作為標準，強調不應「以人試藥」的研究倫理，反對中醫主張的「顛倒

研究程序」（先給病人服藥，再作理化分析），排除中醫參與藥物開發工作，將正

當性僅賦予科學家，這個過程雷祥麟稱為「常山的科學翻譯」。翻譯權由科學家

獨攬、翻譯不可質疑，只能單向譯入，以便維持科學語言的霸權，此過程為藥物

的「劃界工作」(雷祥麟 2008:33,35)。 

但是，科學不是唯一的劃界標準。人雖然制定標準，但是不全然受標準所限

制，存在不同可以選擇的標準，標準化是不同團體之間的力量角逐過程，包括創

造、介入、抵抗與結果四個部份(Timmermans and Epstein 2010)。雷祥麟(2008)

「科學翻譯」的論點，讓我們看到「科學程序」成為標準的介入過程；賴立里(2007)

則利用「翻譯的科學」的概念，點出中醫亦具有重新挪用「科學」的抵抗實作。

受過科學訓練的西醫師，也可能挪用中醫藥傳統，改變科學實驗程序，嘗試替中

醫藥（漢醫）創造新的價值，如杜聰明(雷祥麟 2010)；受現代專業藥學訓練的

研究者也可能利用當代科學工具（現代生理學），結合中醫藥學理論，以藥性學

說將「西藥中藥化」(吳宗修 2004, 2010)。在劃界工作的過程中，標準不只是科

學，地方傳統也可以試著挪用科學，創造新的標準。 

科學不再是文化標準，地方傳統也以自身為標準，進一步發展成品牌，與科

學進行區隔。Bode(2004)指出印度醫學傳統經歷了再發明的過程，印度藥物在生

產、研究及銷售的方式，都經歷了標準化，發展出各種健康美麗商品，不再受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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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醫學，而與商業連結，走向巿場，成為現代性的一部份，其次，這些商品也是

意識形態的載體，與印度過往的神話及歷史相連結。Pordié及Gaudilliѐre(2013)

指出，地方醫療傳統是商品行銷的專利保護工具，印度當局為了抵抗生物醫學霸

權及專利權的鉗制，發展出一套保護傳統醫藥的所有權制度，以保護印度傳統為

基礎的藥物產業，他們將此種以地方醫療傳統保護商品所有權的發展稱為「藥物

化」(pharmaceuticalization)，以此區隔以生物醫學為發展趨勢的「生物醫療化」

論點(Clarke et al. 2003; Clarke and Shim 2011)。「藥物化」的論述，突顯地方藥廠

運用地方傳統，與生物醫學競爭的能動性。 

標準化的政治涉及不同的社會團體、物質、理論與層次，打破了傳統與現代

的二元對立，指出科學與中醫藥同為具有生命力的文化傳統，持續地鬥爭、交融

與創新。傳統與現代的二分，如同自然與社會的二分，都是阻礙人們理解的虛假

區分，唯有關注中介實作，回到具體歷史脈絡，針對特定情境分析，才能瞭解具

有多種面貌的現代性(Latour 2012；梁其姿 2013；葉啟政 1991a, 1991b, 2001)。 

從臺灣的中草藥發展史來看，地方傳統面對西方科學文明的衝擊，也發展出

特殊的藥物化過程，譬如「科學中藥」就是明顯的例子。在日治時期的科學化潮

流底下，臺灣的漢藥由於納入現代藥學，得以披著科學的外衣，持續活躍於商業

活動(劉士永 2010:149)。隨著杜聰明、顏焜熒及許鴻源等「中藥科學化」的重要

推手，臺灣創造出了「科學中藥」，改變了臺灣的醫療消費巿場以及中醫師的醫

療實作(余依婷、鄭惠文 2012)。19 

但是靈芝並不是中醫師的處方藥，也未成為科學中藥。靈芝的科學化不同於

一般中藥轉變成為「科學中藥」，靈芝有自己的獨特路徑，其路徑深受產官學界

交纏引繞的影響。相較於其他研究提到中西醫師與國家對中草藥發展的影響，本

論文以靈芝為例，說明科學家、產業與國家如何影響臺灣中草藥的發展。 

就科學對中草藥的影響來說，本研究第二章指出國際因素與社會脈動，促使

科學家投入研究靈芝的功效，第三章說明靈芝如何獲得政府支持，成為國科會的

大型研究計劃，第四章說明產業繼國家之後，投入靈芝的科學研究，第五章與第

六章談科學家如何協助政府制訂健康食品管理法與建立健康食品的保健功效評

估方法，第七章談廠商如何借助科學家的專業知識強化行銷，建立傳銷商對靈芝

療效的信仰，參與巿場競爭。第八章說明傳銷業者如何運用科學知識協助銷售活

動，建立靈芝的可信度。「健康食品」成為當代臺灣社會中草藥最具活力的表現

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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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科學知識的商品化與健康產業的興起 

藥物的發展不只受到科學研究的影響，也受到經濟現實與商業動力的影響，

傳統藥物不見得能成功地轉變成為生物醫療意義上的藥物，反而可能隨著在地脈

絡走向另類藥物化的路徑，譬如說發展成為「保健食品」與「健康食品」。因此，

「科學化與藥物化」的解釋有其侷限，我們必須進一步討論中草藥發展為保健食

品產業的社會條件。 

(1)科學知識與商品化 

國家高舉「知識經濟」或「產學合作」的大纛，將科學知識的商品化定位為

政策發展方向，以便參與全球巿場競爭(邱文聰 2010；翁秀琪 2008；陳尹婷 2011；

曾瑞鈴 2010；雷祥麟 2002)。大學與產業緊密合作生產知識，「績效」成為大學

知識生產的指標(Lyotard 1984)。大學生產知識需要經費，產業需要科學名望加持，

大學逐漸成為經濟發展的引擎，學術人員往商業立場靠攏的現象受到關注(Vallas 

and Kleinman 2007)。Mirowski及Sent(2008)指出，二十世紀以來的科學家不是「純

粹自我組織的論述社群」(self-organized discourse community)，而是交織於各種

當代的支配性組織（如商業公司、政府與大學）的社群。隨著新自由主義及全球

私有化的發展，科學家的組織方式，必須加上第四個維度：跨國機構。這些機構

包括跨國非營利組織或跨國政府部門的合作，也包括如世界貿易組織(WTO)、聯

合國教科文組織、世界智慧財產權組織等等。因此，科學知識的發展，不僅鑲嵌

於地方政治經濟，更與國際情勢發展有關(邱文聰 2010:xv)。 

科學家必須考慮如何提升國家競爭力，這是全球巿場競爭的現實條件使然。

除了背負教學與研究的責任之外，科學家身負國家經濟發展的使命，這股知識商

品化的潮流被稱為「學院資本主義」(曾瑞鈴 2010:147)。這種使命感的體現，反

映在翁啟惠提升國家競爭力的願望上：希望透過發展新藥，帶動臺灣生技產業的

發展(楊瑪利、黃漢華 2008；龐中培 2006)。在制度層面上，臺灣高等教育和公

共研究機構面臨了商業化壓力，「科學技術基本法」以及「生技新藥產業發展條

例」，賦予科學家轉化科學研究成果為經濟效益的使命(邱文聰 2010:x-xi)。20醫療

機構也面臨了同樣的壓力，官方看待「臨床試驗」的態度，自「公衛醫療」、「基

礎建設」轉變成為「產業經濟」，認為經濟發展淩駕於公衛醫療之上(鄭居元 

2009:121)。為了因應產業外移趨勢，政府發展生技產業作為對策，「中藥導向之

新藥開發」成為發展重點。政府為了推動產業發展，2005 年提出「生醫科技島」

計劃，2009 年啟動「生技起飛鑽石行動方案」，逐步建構產業所需環境並且鬆綁

法規限制(鄭居元 2009:85-94)。經濟發展的要求，成為學術界、醫學界與政府都

必須面對並且參與的現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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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產業條件的劣勢，使得健康食品成為發展生技新藥的跳板。比較了美國

與臺灣生技產業的發展之後，曾瑞鈴指出： 

美國由於法規鬆綁，具創業精神的大學教授得以在創投業的奧援下，成

立生技醫藥公司，促成產學合作，進而在大藥廠的協助下，完成新藥開

發。…台灣生技產業的產官學關係由政府支持，但是限制學界科學家創

業，缺少創投業及大藥廠的奧援，因此必須採取製售健康食品與申請美

國新藥人體試驗許可的『國際化』路線為生存的策略。」(2010:120) 

健康食品成為植物藥及中草藥的生技新藥研發的轉進策略，一方面可短期回

收利潤，支撐新藥開發，另一方面，若消費者使用健康食品後無不良反應及發現

新用途，則又可以回到新藥申請的步驟(曾瑞鈴 2010:142)。因此，臺灣的生技業

者採取「騎驢找馬」的發展策略，健康食品成為業者進軍生技業的跳板(安勤之 

2008:58-61)。21 

(2)健康食品與商品化22 

如果說藥物是透過醫療手段療癒病人，幫助病人脫離生病角色，那麼健康食

品的訴求就是以飲食手段預防疾病，幫助人們維持特定生活風格（健康角色）。

藥物與健康食品的發展，是資本主義生產方式體現在飲食上的新發展階段。

Gyorgy Scrinis(2008, 2013)認為日常飲食的商品化與企業化有三個階段：營養足

(quantifying nutritionsim)、營養優(good-and-bad nutritionism)到有功效

(functionalism)，健康食品屬於最後強調功效的階段，但事實上功效僅是種廣告

手法，不見得真能有益健康，人們只是相信這麼作有益健康。Scrinis 批評「營養

主義」是健康食品的意識形態，將食物視為營養素的組合，認為攝取營養素就等

於或優於攝取食物，相信人體只需要攝取足夠的營養素，就足以保持健康。23 

Lawrence 與 Germov(2008)認為健康食品的出現，反映了食品的醫療化與商

品化，是新形態的社會控制手段。24健康食品化約公共衛生的營養觀念，預設健

康問題僅是食物的問題，忽略生活其他面向。他們兩人提出「醫學－食品－產業

複合體」的概念，批判健康食品產業的逐利現況(2004:127; 2008:109)。王佳煌指

出「生物科技與資訊科技都是資本主義生產方式新階段的表現」(王佳煌 

2007:13)，我們必須考慮生技產業與科學專家（如食品科學家或營養學家）在商

品化過程中扮演的角色(H. Kim 2011, 2012；陳尹婷 2011)，鄭斐文因此進一步修

正 Lawrence 與 Germov(2008)的討論，主張以「生技產業－生物醫療化－個人健

康管理產業綜合體」分析健康食品(2010:109)。 

健康食品背後的意識形態是「健康主義」(healthism)，隨新自由主義的全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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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而日益擴張。健康主義的發展與1980年代的健康促進運動有關，Crawford(1980,  

2006)認為健康主義意味著「日常生活的醫療化」，「健康」是以中產階級的生活

方式為標準，若無法自我照顧以及維持健康，不能為自己負責，就是道德上的瑕

疵，也就是「不健康」。25因此，「健康」是新自由主義體施加於身體的當代意識

形態。Lupton(1995)指出，自1970年代後，健康主義與商品化趨勢結合，巿場主

導的「健康促進」取代了國家主導的「健康教育」。「健康」是種「政治」：當代

社會的「健康技術」是規訓技術，不僅是壓制性的，還具有生產性，不僅使人感

受到限制，還讓人感受到愉悅。其他學者指出，「健康」是控制生活風格的力量

(Fitzgerald 1994)、是當代消費文化的意識形態，扮演公共衛生個人化與健康保健

商品化的推手(Nettleton and Bunton 1995:1)、也成為權力藉由風險意識施加控制

的著力點(Petersen and Lupton 1996:25-6)。26 

學者從專業支配的論點批判健康食品的發展。有人認為健康食品實際上只是

打著「功效」名號行銷(functionally marketed)，以專家知識支配民眾消費的商品

(schneider 2005; Scrinis 2008)，訴求「自然」(naturalness)與「健康」(healthfulness)

的符號，刺激巿場消費(Lezaun and Schneider 2012)。27Holm指出健康食品是食品

生產者為了提升巿場地位，藉由結合各種健康宣稱，賦予產品價值，以強調單一

成份、單一產品就能維持營養所需的主張，取代過去食物搭配的飲食習慣

(2003:533)。食品鑲嵌於產業與醫學之中，造成飲食除權的後果：食品消費日益

受到專業支配，使個人失去飲食主權，與食物越來越陌生(ibid:536)。 

臺灣健康食品誕生的社會脈絡，與「日常生活的醫療化」有關。陳美霞指出，

自光復以來，台灣公共衛生體系有著巿場化與醫療化的共生關係，公共衛生體系

逐漸被醫療化，健康與疾病是個人責任，個人問題靠藥物解決(2011:53-65)。丁

志音等人指出，生活機能醫藥（如威而剛、百憂解）介入了日常生活，這些藥物

的特性是「誘發需求，而不是滿足需求」(丁志音等 2007:446)，跨國企業操弄需

求並且創造巿場，衝擊並且挑戰醫療照顧體系。生活機能醫藥屬於健康強化科技

(health enhancement technology)的範疇，其難以管制的原因「不在於藥物本身的

性質與作用，而在於其用途，而它的用途如何被看待評量，與科學無關，而與文

化價值有關」(ibid:446)。這些健康強化科技會讓人們逐漸習慣用工程模式，採取

科技處理健康，削弱自我照顧能力，從而完全受醫學控制(Illich 1975，轉引自

ibid:449)，因此，丁志音等人提醒我們觀察這些生活機能醫藥可能帶來的衝擊。 

然而，生活機能醫藥影響的面向，不僅僅是如威而剛、百憂解等「西藥」的

影響，傳統醫藥的發展也反過來影響以生物醫學體系為主的國家(Pordié 2013)。

譬如美國必須與傳統藥物產品（如中藥成藥、日本漢方或印度醫藥）妥協，在1998

年於國家衛生研究院成立補助與另類醫療中心（National Center for 

Complementary and Alternative Medicine, NCCAM），研究補充及另類療法之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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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功效，以便管理生活機能醫藥(Petryna and Kleinman 2010:20)。地方傳統醫療

形成了另類的全球化趨勢，迫使生物醫療文化的輸出國因應。 

靈芝在臺灣的發展，提供了考察另類醫療化/藥物化的個案，進一步幫助探

討東亞醫藥傳統如何以健康食品形態發揮影響力。靈芝曾經在古代沉寂(陳士瑜 

1991a；黃耀文 2009)，卻在當代脈絡借助科技，挪用傳統醫療論述，成為對抗

文明病（尤其是癌症）的靈藥，以健康食品姿態進入全球醫療巿場(Wachtel-Galor 

et al. 2011)。在何種制度條件以及社會背景下，靈芝得以商品化成為健康食品？ 

就商品化與中草藥的關係來說，本研究第二章探討靈芝作為健康食品的跨國

起源，第三章為國家為發展靈芝產業所作的初步嘗試，第四章探討產業如何透過

科技論述建立商品價值，並且就「有效成分」進行價值競技，第五章與第六章，

探索政府政策如何介入商品化過程，劃定商品的流通路徑。第七章與第八章分別

從再現與實作的角度，探討產業如何以健康食品之名銷售靈芝。在層層疊疊的歷

史積累當中，物品有了意義，有了價值，也有了價格。人們看待靈芝的方式，也

從神話小說當中的幻想之物，轉變成為日常可及的健康食品。 

四、建立信任──可信度的政治 

靈芝商品是否可信，是消費者最關心的問題。根據實證研究，對於靈芝產品，

消費者最重視官方的健康食品認證，未使用過靈芝的消費者，才以價格為首要考

量(林妙瓀 2003)；消費者的主觀產品知識會影響消費者的購買行為，口碑會影

響消費者的購買意願，而對於產品的瞭解程度，則會幫助消費者判斷口碑的真實

性(張詠嘉 2009)。因此，上述研究反映的靈芝的消費模式：價值優先於價格；

主觀認識影響消費行為。靈芝的價值依賴資訊的傳遞，但是法規限制非藥品不得

宣稱療效，健康食品也僅能宣傳有限保健功效，那麼，靈芝的口碑，即消費者對

於靈芝的信任，是如何建立的呢？ 

(1)從可信度循環到可信度鬥爭 

信任(trust)依賴信用(credit)。在科學知識社會學的研究中，Latour 與 Woolgar

區分信用作為報酬(credit as reward)以及信用作為可信度(credit as credibility)，指

出科學活動的終標目標不在於取得報酬，這些報酬反而只是幫助科學家取得更高

可信度的手段(Latour and Woolgar 1986:197-8)。他們以較廣義的方式界定信用，

將信用與信念、權力以及商業活動面向連結(ibid:194)。兩人將信用視為如同資本

積累的循環過程，提出了信用循環(Cycles of credit)的概念，整合了認可、獎勵、

金錢、設備、資料、論證、文章及閱讀或出局等可信度的不同形式(ibid:201)；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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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度的積累，如同資本積累一般沒有終點，是維持個人職業生涯以及團體組織再

生產的必要手段(ibid:198)。 

後續學者批評 Latour 與 Woolgar 等人將科學場域視為封閉自主的場域，未考

慮科學知識的生產受到其他場域力量的影響。Knorr-Cetina(1982)批評他們忽略了

科學家與非科學家之間的互動如何修改與協商可信度。Lehenkari 應用

Knorr-Cetina 的觀點討論保健食品的管制歷程，以 Raisio 公司的降膽固醇食品作

為個案，指出食品管制的協商過程，其手段包括科學論述、物質存有與大眾媒體

的再現，可信度來自不同場域之間的互動，包括財務支持、科學社群、管制機關、

專業與消費者行銷，以便讓新的機能性食品，能夠在醫學社群中建立可信度，並

且成功商業化推向巿場銷售(Lehenkari 2003:505-506)。也就是說，可信度的創造

仰賴政府管制、巿場面向、科學社群與行銷專業等不同場域行動者之間的互動。 

Penders 與 Nelis(2011)的研究呼應上述論點，他們研究美商聯合利華的研發

部門，突顯行銷面向。他們認為，個案故事有時比起科學證據更能引發消費者認

同。科學論文訴諸大眾(population)，無法滿足作為個體(unique individual)的消費

者；個案故事反而能引發同處境的消費者「對號入座」，刺激消費(Penders and Nelis 

2011:513; Shapin 2007:186)。在納入了行銷與管制的面向後，Penders 與 Nelis 提

出了擴張的可信度循環圖，結合了商品化與科學化的分析。 

圖 2 擴充的可信度循環 

 

資料來源：Penders 與 Nelis (2011:508) 

前述研究者多從協商角度思考可信度的建立，Steven Epstein(1995, 1996)則

依據 Bourdieu 的看法，提出「可信度的鬥爭」(credibility struggle)的論點：「可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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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的鬥爭」說明人們可以依賴的知識是多重的，並且相互競爭。28相較於前述討

論強調巿場、國家與媒體對於可信度的建立，Epstein 強調民眾的參與在科學知

識可信度建立過程中扮演的角色。他以愛滋病患者參與科學知識生產，修改臨床

實驗模式的經驗說明，科學知識生產不是科學家的專利，民眾也能挑戰、修改與

生產知識，他稱這些民眾為「常民專家」。Epstein 利用「常民專家」的概念，挑

戰了「專家生產知識，常民接受知識」的通俗見解，指出必須關注常民在知識生

產中扮演的角色。Epstein 認為在分析上，為了瞭解「事實」是透過何種動力製

造出來，必須細膩檢視歷史過程中權力、意義與社會組織的關係。在傳銷業者的

世界中，業者如何促使「靈芝療效成為事實」，是本論文第七、八章的主題。 

(2)銷售活動與可信度的政治 

常民專家及可信度的政治的觀點，點出Penders與Nelis(2011)值得商榷之處。

第一，僅靠具有可信度的組織認證（譬如國家或民間機構），不見得能提高產品

的可信度。筆者的研究指出，健康食品認證對於四物雞精的銷售不見得有幫助(安

勤之 2008:95)，其他研究者指出還必須考慮家庭或社交關係(陳瑞芸 2008)，也

就是說，我們必須考慮中介團體的面向。第二，在擴充的可信度模型當中，對議

題與銷售的關係著墨有限。保健食品的銷售，以健康論述為基礎，這套論述不見

得來自科學，有可能更多來自大眾媒體或者通俗醫療論述(胡幼慧 1997；曾晨 

2006)。第三，忽略建立可信度的過程。作者指出商業場域與科學場域的可信度

標準並不相同，但是僅研究了公司的行銷策略，未考察實作過程，未討論消費者

經由何種互動過程建立產品信任。過往的研究指出，必須從「銷售的政治」分析

使用價值及符號價值的建構過程，也就是討論銷售員如何透過身體與性別的展演，

建立消費者的信任以及產品的可信度，才能理解資本主義的新生產模式(周鄭州 

1996；林文蘭 2001；鄭玉菁 2006；藍佩嘉 1995)。 

中介團體的重要性，已由保健食品的消費者行為調查指出。29國內針對「靈

芝」的消費者行為研究指出「可信度」的不同形態：官方的保證、科學的加持，

以及消費者之間的口碑。30然而，保健食品可信度的增強程度是否會隨著產品屬

性、通路差異、認證機構的差異有所不同，此問題有待釐清。更重要的是，過往

學者較少從互動層次討論個別藥物的可信度之生產過程。31由於傳銷自 1980 年

代以來，就是靈芝銷售的主要通路，也是少數可以直接觀察交易互動的場景，因

此本文在商業活動上，選擇以傳銷活動作為觀察對象。過去陳映慈(2007)已經指

出保健食品與傳銷活動的親和性，並且認為傳銷商的活動是分析兩者親和性的關

鍵。本文延續她的思路，參與觀察傳銷活動，討論業者如何促使傳銷商「甘願」

信仰靈芝（第八章）。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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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作為物質文化的靈芝 

(1)物質性與療效政治 

前述三章討論了科學活動、商業活動與官方政策、以及銷售實作，主要關注

社會面向，未提及特定物質與社會相互形構的過程。似乎物在整個社會過程當中，

僅扮演了被動角色，不具有任何能動性，而不同的物在此過程中也不具備差異性。

但就現實來看，物品、食品、藥品各不相同；靈芝、四物湯、檳榔，物質性各異。

古代修道者認為靈芝「輕身延年」，今日科學家認為靈芝「調節免疫」，南亞科學

家認為靈芝是「植物病害」，不同團體因各自歷史地理條件的不同，對靈芝物質

性的理解也不同，如瞎子摸象，其見各異。靈芝的物質性是社會過程的產物，反

過來說，這些社會過程若無靈芝的自身物質性（譬如生物特性）及地理環境的配

合，靈芝文化也無法形成。因此，物質是形構社會文化的重要因素。 

物質參與了社會生活的生產與再生產。如同 Dent 指出： 

物質在文化裡形塑其物理屬性，也同時在我們的日常活動中以社會的方

式建構起來；文化可以經由物質的存在鑲嵌或釋放...。使用某個物質，

不僅是消費，而更像是再生產。…這個過程我稱之為『挪用』。33 

(2009:22-23) 

靈芝，不論作為藥品或是食品，其用途不僅只於食用，更重要的是個人生命

（提升免疫力）與生活風格的再生產（譬如身份認同：作為送禮給父母作為孝順

的子孫）。Miller 說「人創造出的事物，反過來創造人(things that people make, make 

people)」(2005:38)，不應用社會生活來分析物，因為物內在地構成了社會生活：

人與物共同構成了社會(ibid:45)。為了理解物如何構成社會生活，Miller 反對哲學

式地考察物品，主張透過民族誌方法，考察特定物品在日常生活當中的用法。 

Appadurai (1986)提出的「物的社會生活」取徑，主要關注個殊物的社會歷史

與文化歷史，但他的取向容易忽略了物質部份：靈芝從品種確定、栽培、製造到

成為產品的過程，也就是「靈芝的自然生活」，都有轉變「靈芝」內涵的潛力。

Latour (2012)認為社會與自然的二分矇蔽人們認識現實，應該要透過考察中介實

作，揭露自然與社會的共同建構過程。我借助文化生態人類學者 Marvin Harris

的例子，說明為何「社會」的解釋並不充分，而應該考慮物質與社會的共構關係。 

物質與社會的共構形成了特定的價值判斷。Harris(2008)指出人類的飲食禁忌

是基於經濟與生態的效益而發展出來，反駁自李維史陀以降以象徵為取徑的結構

人類學。譬如當 Mary Douglas(2008)用「難以分類」作為解釋猶太人不食豬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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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由時，Harris(2008)則從地理環境與生態環境重新說明以色列人禁忌形成的原因。

他認為由於豬缺乏汗腺，所以必須透水與泥巴降溫，其次，養豬要消耗大量穀物，

然而在猶太人的生活環境裡，缺少足夠的水源與穀物，若要養豬，會消耗人的糧

食及水源，因此，豬成為有害的動物，而成為禁忌飲食。Harris 提供了思考

Appadurai 的消費禁令的另類觀點，禁令的形成不只與社會團體有關，還與地理

生態環境相關。Appadurai 提醒我們，調節需求的機制，除了消費禁令之外，還

有時尚。那麼，時尚所形塑的價值判斷，也可以透過物質與社會的共構得到說明。 

需求的調節機制則是物質與社會共構的歷史產物，時尚與消費禁令調節對特

定物質的需求，特定物質的發展也刺激需求的變化。以 Adams 對藏醫藥遭遇現

代性的研究為例，她指出傳統醫療面對商業力量，走向標準化與同質化，藥物已

非傳統形態，而成為新興大眾商品。傳統藏醫學無法保證未依古法製造的藥物的

效力，為了要讓人相信藏醫學是有效的，新興藥物商品必須效法生物醫療療效驗

證、研究程序及商業化的模式(2007:42)。靈芝從自然採集的農產品，轉變為人工

栽培的子實體以及發酵槽大量生產的靈芝菌絲體，從草藥湯液轉變為保健飲品，

物質形態已經不同，相關行動者如何讓消費者相信產品的效力呢？ 

本論文第二章探討野生靈芝與人工栽培靈芝的可信度建立方式，第三章探討

國家希望透過科學研究，解決產業所面對的靈芝真假問題，第四章討論業者如何

透過廣告，說服消費者「多醣體」或「三萜類」作為評價靈芝產品的標準，第五

章與第六章談政府如何採取認證手段，建立消費者對健康食品與保健功效的信心，

第七章與第八章，談業者如何挪用科學、見證與國家認證，說服消費者相信靈芝

功效。在歷史發展過程當中，技術人員、科學家、產業、政府、見證者，逐漸構

築起物質與功效的連結關係。 

(2)藥物的用途與身體感 

提出「物的社會生活」取徑的 Appadurai，關注物的交換過程，主張只有透

過跟隨物，才能夠解釋人類活動，因為唯有分析物的軌跡，探討物的形式與用途，

才能掌握物的意義。他說，雖然理論上來看，人將意義賦予物，但從方法論的角

度來看，探索物品反而能揭露人類生活的內涵(Appadurai 2008)。荷蘭醫療人類學

者 Whyte 進一步提出「醫藥的社會生活」(social lives of medicines)的分析取徑，

主張藥是特殊的商品，34其意義視社會關係及情境而定，必須關注社會生活中的

交換與策略應用，瞭解人們從日常生活中學習藥物的方式(Whyte et al. 

2002:168-169)。 

藥物的用途及理解是 Geertz (2007)所談的地方知識，換言之，即各知識體系

有著對物品的理解，有著因地而異的特性。譬如說，大黃在中國被視為具有危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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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的瀉藥，但在西方卻被視為萬靈藥，這就反映了地方知識的差異(張哲嘉 2005)。

陳元朋(2005)指出中國具有「藥食如一」的文化特點，因此，借鑑食物相關研究

的論點，也有助於我們掌握作為物質文化的靈芝。Anderson(2003)提醒我們，必

須從氣、補、毒、和等概念理解中國食物。人類學者張光直更進一步指出必須考

慮用法及其情境： 

食物和吃法是中國人的生活方式的核心之一，也是中國人精神氣質的組

成部分。…根據食物在種類、數量以及就餐方式等方面的千差萬別的表

現形式，中國人把食物用做或視為文化分殊或社會情境的象徵物。

(2003:257)  

食物不僅是象徵，更有其實際用途。譬如計程車司機嚼檳榔是為了社交聊天、

打發時間、提神醒腦，嚼食檳榔的生活風格是階級位置與個人選擇共同形塑的習

氣，計程車司機面對口腔癌風險，也發展出自身的因應技術(郭淑珍、丁志音 

2006)。四物湯不只調經補血，對於中藥房老板來說更是經營中藥店生意的帶路

貨，招覽客人進入店內消費(安勤之 2008)。晚清文人消費鴉片是炫耀性消費，

以此表彰有閒人的高貴(邱德亮 2009)。因此，物有其功能，譬如刺激感官、維

持勞動狀態、幫助社交、行銷，與區隔身份。在此基礎上，我們可以問靈芝有何

功能，與那些情境相關，流通路徑為何。 

以第四章的討論為例，銷售靈芝的傳銷商自我界定為「健康顧問」，以此與

「醫療專家」抗衡，他們進出醫院，接觸病患（第三章第五節），認定靈芝是「救

命食品」，他們也希望靈芝能夠照顧寵物或整個家族，滲透日常生活，擔綱「健

康伙伴」的角色（第八章）。他們也為靈芝量身打造互動情境，以便促成交易，

拓展社會資本，成就財富追求。這些都表明，靈芝最重要的功能是「療效」，以

此架接起商業與醫療的兩個世界。 

除了上述的各種社會面向之外，「刺激感官」是最值得深入探究的議題。余

舜德提出了「體物入微」的觀點，主張「深入探究行動者與物的特性之間密切的

互動過程，以瞭解物的特性如何為人所發掘、感受、使用、納為己物」(2008:26)，

深入感官層次，分析人與物的形構關係。進一步來說，身體應該被視為介於行動

者與物之間的中介(in-between)，而不能夠直接等同於行動者自身。Mol(2003)指

出，當人在生病的時候，人是自己身體的觀察者，因為身體不見得聽意志使喚。

因此，人類如何感受、觀察與解釋自己的身體與身外之物的互動，這些互動如何

受到影響，是本論文的探索主題。本論文關於「瞑眩反應」的討論，與此最為相

關，我以業者如何改變消費者理解身體反應的方式，說明此點（第八章第四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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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費者對於保健食品的想法不同於前述學者所持的「醫療化」論點。消費者

視保健食品為對抗醫療支配、積極追求健康，維護健康自主權的手段(Jauho and 

Niva 2013)。人們會以好壞判斷保健食品，判斷依據往往來自朋友、家庭成員以

及專家意見，而非媒體廣告，因此，研究者認為消費者對於食品的認知是個體化

的(Lupton 2005)。國內研究指出保健食品的消費，受到所屬健康團體的中介(林珈

芝 2011)，對中醫的認同(唐宜鉅 2012)、教育、職業聲望、收入水準及生命階段，

都有影響(呂彥儒 2012)。傳銷業者是影響國內消費者認識與評價保健食品最重

要的中介，我將從批判論的立場，點明僅從療效單向度理解健康食品之不足，呼

籲政府主管機關與學術界，除了產業發展，也必須揭露健康品的安全資訊（第六

章第六節、第七章小結、第八章第六節）。 

第三節、問題意識 

「靈芝」成為一種食用對象、實作對象、知識對象、甚至是本論文的研究對

象，這是社會條件與歷史過程的結果。本文主要問題為「靈芝如何從救命仙草轉

變成生技靈藥」。本論文關注物質與社會的共構關係，探索台灣常民社會、產業

運作、政府政策、大眾傳媒以及學院知識生產之間的關係。本研究分四個面向研

究靈芝：科學化、商品化、可信度與物質文化。 

(1)科學化──科學活動與靈芝作為被發明的傳統：我以科學家的活動作為

研究焦點，探討靈芝與中草藥、科學、媒體、巿場、農業等不同網絡連結的過程，

進一步說明「靈芝」作為「救命仙草」、「健康食品」與「生技靈藥」的轉化過程，

實際上是既有傳統與當代科學相互碰撞出的再發明，內容將聚焦於中草藥與科學

化的關係。 

(2)商品化──產官學關係與靈芝的價值競技：我探索中草藥發展成健康食

品的路徑。產官學聯結如何影響法令制訂，法律又是如何反過來影響產業實作，

限定了商品的流通空間，並說明為何健康食品成為業者定位中草藥產品的最佳選

擇。 

(3)可信度──銷售活動、法令、科學與靈芝的可信度政治：本研究從再現

與實作兩個層次，分析行動者建構靈芝可信度的方式。可信度的建立，涉及評判

標準的建構過程，包括不同行動者的參與，如傳銷業者、國家或科學家；也涉及

物質生產樣態的爭辯，包括人工或野生、產品有效成分、產品製造過程、學術報

告或個人見證、有無國家認證等等。過往研究認為健康食品能類似藥品宣稱療效，

是因為(a)藥食如一（或藥食同源）的傳統；(b)科學報告的支持；(c)大眾傳播媒

體的意識形態。但是這些研究既未能看到國家如何透過健康食品認證介入可信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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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建構，亦未能在實作層次上說明可信度的建立過程，我認為必須注意由專家、

常民與國家共構的綿密肯證網絡，並關注傳銷業者的中介角色。 

(4)物質文化──靈芝的療效政治與使用者的身體感：行動者如何談論物，

使用物，區分物，理解物，是本面向關注的焦點。關注物在社會生活中扮演的角

角是本研究之中心思想。「療效」是靈芝的核心，關於療效的論述影響了靈芝產

品的流通路徑、形式與用途。我將探討產官學如何定位靈芝，為其療效劃定界線，

並且形塑特定的身體感受方式。 

總之，本論文希望透過靈芝，深化「中草藥當代轉型」的討論。其次，則是

利用科學化、商品化、劃界工作、邊界對象、物質文化、實作、爭議等分析工具，

推進中草藥保健食品的分析。本文提出下列研究主題以及研究問題： 

第一，靈芝如何科學化以確立療效？關於這個問題，筆者將於第二章討論自

1970 年代以來，科學家因何種場景及契機遭遇靈芝。第三章、第五章與第六章

說明國家政策如何透過國科會靈芝大型研究計劃以及建構健康食品保健功效的

實務需求，促使科學家為何投入靈芝研究。第七章說明產業界如何委託科學家為

為靈芝取得功效認證，並且挪用科學論述建立產品的可信度。 

第二，靈芝如何商品化成為健康食品？我將於第二章說明靈芝如何轉變成為

健康食品，並且於第五章說明健康食品管理法帶來的爭議。接著在第六章談產官

學如何協商出健康食品的特定保健功效，並且在第七章以單一業者為例，說明業

者如何為靈芝產品取得四項保健功效的健康食品認證。 

第三，靈芝如何透過銷售實作建立可信度？我將於第三章點出傳銷商如何接

觸到靈芝，並且說明傳銷業者為何後來投入靈芝的科學研究；第四章說明傳銷業

者如何建立靈芝的可信度，第七、八章則說明在健康食品管理法通過後，傳銷業

者如何挪用健康食品認證，建立靈芝的可信度，並且將「靈芝」打造成為「超越

健康食品」的「生技靈芝」的銷售實作。最後，第八章從社會化的角度，說明靈

芝消費者如何轉變成為靈芝傳銷商，點出傳銷業者為靈芝建立可信度與為傳銷商

建立自我認同，是一體兩面的過程。 

第四，物品作為靈芝，這些認識如何可能？本書全部探討兩個關鍵問題，「什

麼是靈芝」，以及「靈芝是什麼」，前者涉及靈芝的物種品系、物質形態、指標成

分、分子結構、加工方式，後者論述靈芝的社會定位，包括仙藥、中藥、健康食

品、保健食品、生技新藥、化妝品等等。這兩個問題指向參與其中的行動者，因

此本論文最重要的問題，就是探討不同的行動者，在歷史過程中對靈芝所施加的

療效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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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以「療效政治」作為分析架構 

整合上述科學化、商品化、可信度研究與物質文化等文獻，我提出「療效政

治」的分析架構。「療效政治」以「藥物聯集」的概念為前提，認為物質能否成

為藥物，受社會文化脈絡而異，臺灣的靈芝處於傳統醫學與當代生物醫學的交集

之中，靈芝是因為特殊的歷史發展，才重新以藥物身份，重新進入當代人的視野。 

療效政治也結合了「商品化」的概念，承接 Appadurai 從流通空間解讀商品

化的立場，不同形式的商品，應該視為不同的商品流通空間，譬如靈芝所經歷的

不同形式，包括新興食品、潛力藥品、中藥、科學中藥、健康食品等等，意味著

不同的流通路徑，而這些流通路徑受社會分類限制，也受社會團體價值競技的過

程而偏移。 

療效政治意味著為療效作出區分判準的劃界過程，它是影響藥物商品流通路

徑的主要因素。療效政治結合了劃界工作、可信度鬥爭、價值的競技與標準化的

政治等概念，指出療效本身是社會過程的產物。隨著這些過程，藥物商品產生路

徑偏移，這些偏移包括了路徑的創新、改變路徑的軌跡、抵抗路徑的改變，以及

使路徑穩固下來而例行化。路徑穩固，意味著療效確立、事實建立、價值創造、

與標準制訂。 

療效政治發生於多重社會世界的互動之中。社會世界是論述交錯的領域，並

且將參與論述的集體行動者，視為一個整體，共同參與論述競爭的過程(Clarke and 

Star 2008)。這些論述則是與他人互動的語言、動機、意義的集合。社會世界的

觀點，有助於幫助我們理解各種爭議及不同行動者，如何面對爭議，如何因其不

同立場而對事物有著歧異性的理解，以及他們如何互動。 

在本論文當中，療效政治所涉及的多重社會世界，包括醫療、科學、產業、

傳播、政治與日常等世界，他們的社會行動交互影響與彼此競爭。這些社會行動

包括醫療世界的專業支配與另類醫療、科學世界裡的科學翻譯與翻譯的科學、產

業世界的競爭邏輯與銷售政治、傳播世界的中介實作與傳播教育、政治世界的合

法性與正當性的鬥爭以及日常世界裡發生的各種互動情境以及人人都必須面對

的生老病死的身體境況。 

靈芝處於秩序未定的狀態中。隨著不同社會行動者的參與，譬如醫藥人士、

科學家、國家、產業、媒體，甚至是常民的參與，都會影響該藥物的歷史發展。

常民外的行動者，也都是常民，生老病死為必經歷程。而面對這些必經歷程，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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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場域的行動者，透過不同的行動，相互競爭處遇生命現象的主導權。醫療、學

術、產業、政治與大眾傳播媒體，圍繞著身體，展開療效的政治。 

靈芝特別值得關注之處，在於與生老病死現象的緊密關係。中藥典籍《神農

本草經》視靈芝為「輕身不老、延年神仙」之藥，如何詮釋與解讀這段描述，成

為，成為各行動者的關注。 

面對當代文明病，生物醫療有其侷限，因此傳統醫療成為某些行動者尋求的

解方，在正統醫療的觀點來看，這些傳統醫療因此成為另類醫療。傳統醫療遭遇

科學，經歷劃界鬥爭過程，勢力互有消長，科學不再只是單數，而成為複數，前

文稱為「翻譯的科學」論點已指明科學因地而異的論點。 

對於產業世界來說，不論是傳統醫療，或者生物醫學，藥品都是巿場上的重

要商品，價值來自於療效的可信度，因為產業世界嘗試建立產品的療效可信度，

確立其使用價值，方能成就其交換價值，因此，證明商品具有價值，成為產業劃

界工作的核心。產業唯有設法銷售商品，才能於巿場競爭立於不敗之地。 

對於政治世界來說，國家將國民的身體當成他們的目標，醫療模式的選擇，

涉及國家治理模式的差異。對人口進行觀察，描述與預測，是現代國家建立的前

提；現代國家體制伴隨公共衛生的內部治理方式而生，也挪用了生物醫療模式建

立國家的法規制度。在臺灣，延續日本殖民時期與國民政府的政策，傳統醫療模

式成為既不正當，亦不合法的醫療模式。但是政治世界的劃界工作，卻不見能夠

完全使其他場域臣服，以正當性與合法性為名的鬥爭於焉展開。 

傳播世界是場域中諸多世界的中介，溝通不同世界之間的訊息，也是歷史記

憶的資料庫。他們的立場偏向不同，立場不同，目的也不同。但作為中介團體，

他們是各行動者進行劃界工作，希望積極拉攏結盟的對象；各行動者卻也擔心他

們兩傳之言，是否扭曲了行動者的原意。然而，即使扭曲原意，也仍是必須仰賴

媒體，才能夠回復真實。傳播世界是療效政治的重要中介。 

不論是何種世界，都既滲透著卻也無法完全決定日常生活世界。日常生活世

界是面對面互動的世界，人身生老病死，變化無常，而醫療、科學、產業、政治、

媒體等多重世界滲透日常生活，建立人照顧自身的應然規範與實作方式，日常生

活世界是療效政治的核心。在療效政治的架構下，我將透過追尋靈芝軌跡的方式，

掌握靈芝如何在歷史過程中，隨著不同社會世界的涉入，而逐漸形成臺灣社會所

共有的集體記憶。 

我認為影響靈芝最為深遠的就是產業世界與學術世界的社會力量。產業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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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對政治世界對商品流通的管制與醫療世界對於身體主導權的壟斷，結盟學術力

量，透過傳播世界，進入日常世界的缺口，為靈芝扎下社會基礎，使得靈芝也成

為具有相對自主性的小世界，或者說次場域。因此，本論文以「靈芝的科學、巿

場與療效政治」為題，正是想突顯科學與巿場，在建構靈芝逐漸發展成為相對自

主的小世界時（或者說靈芝次場域的相對自主性）所作出的貢獻。本研究將以上

述架構分析靈芝作為中草藥當代轉型的歷程。 

第五節、研究方法與研究設計 

本文以「靈芝」作為研究對象，以「物」為核心探討人與物如何構成社會生

活。就方法論來看，本文依循行動者網絡理論以及物質文化研究的立場，以「跟

隨行動者」(follow the actors)的方法，探索行動者的串連網絡與流通路徑，反對

人與物、社會與自然、主體與客體的二元區分(Appadurai 2008; Latour 2005a, 

2005b, 2012; Miller 2005)。 

靈芝是充滿異質性的集體：單一物件、單一地點、單一社會團體、單一材料

都無法代表這個集體，而這個集體自身又因組合的改變而演化。因此，必須透過

觀察物件的演化史、不同地點之間的流通路徑、多重社會團體的互動以及多種資

料來源，以便構築靈芝的可能圖像。因此，本文採用多場址的民族誌(multi-sited 

ethnography)作為研究方法(Marcus 1995)，跟隨物的軌跡，探索物質的流通與變

化，瞭解不同地點之間物質的生產、消費與權力關係。35 

基於反身性的立場，地點並非純粹指涉地理空間，也指涉想像的空間。換言

之，對於多場址的民族誌研究來說，重點在考察身處世界之中的人類，透過何種

圖像(imaginaries)構造世界，而他們的認識圖像又如何受到世界形構(Marcus 

2007)。研究者如同被研究者一般，有著特定認識世界的圖像，帶著特定的詮釋

視角構造世界，研究者也是世界變化的參與者，而非純然客觀的紀錄者，因此必

然帶有預設立場，因此必須對研究進行反身性思考（見第八章結語）。 

然而，反身性不意味著與現實世界妥協，也不是個人的懺悔或告白，而是清

楚地意識到社會條件不只限制著研究對象，同時也限制著研究者。Alvesson 與

Sköldberg指出反身性詮釋有四個不同的層次：(1)經驗素材／資料建構、(2)詮釋、

(3)批判性詮釋，以及(4)自我批判與語言的反思。這四個層次分別涉及不同關注

點：(1)訪談陳述、情境觀察或其他素材；(2)潛在的意義；(3)意識型態、權力與

社會再生產；(4)自己的本文，涉及對批判者自身的再批判(2011:380, 388)。這四

個層次與四個關注點，點出素材與資料本身是已經過詮釋的產物，容許不同的詮

釋，而這些詮釋涉及權力關係，任何詮釋者的詮釋都無法外在於權力關係及自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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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條件的侷限。因此，我不主張我的研究發現社會真實，而更情願界定自身為

說故事的人，提供理解社會生活的另類觀點(Bauman 2002)。 

在操作上，以民族誌方法分析多重地點，即是分析由事件連結起來的經驗現

實與意義詮釋之網絡。我以特定事件為核心，觀察不同社會團體的實作及其詮釋，

分析事件的演變歷程。本文以以下事件作為觀察對象：科學社群的靈芝研究、政

府與產業的介入、傳銷商的銷售活動、以及靈芝形態與療效宣稱的變化。 

本文採用混合研究方法：文獻分析法、訪談法與參與觀察法。36方法的混用，

是為了取得豐富的資料，釐清經驗現象；資料來源的多元，是為了掌握不同的理

解，把握社會團體的詮釋。 

我以雙鶴集團作為研究個案。雙鶴公司是已有20多年歷史的本土傳銷業者，

主力商品為「靈芝」相關產品。它的靈芝類產品獲得全國最多健康食品認證，也

曾是巿佔率最高的公司。早在 1990 年初，該公司就喊出了「韓國人參、臺灣靈

芝」的口號，迄今仍堅持「靈芝王國」理念，並且長期發行《健康靈芝》期刊，

紀錄臺灣歷史發展。該公司對臺灣靈芝發展極具影響力，成為本論文分析焦點。 

(1)文獻分析 

我使用(1)報章雜誌資料庫：瞭解媒體如何再現各社會團體活動，並考察大

眾通俗文化對靈芝的理解。(2)碩博士論文：回顧過往中草藥、保健食品、生技

產業、個別企業以及靈芝的相關研究。(3)年鑑資料、政府出版品、產業報告與

企業網頁：瞭解政府政策及產業策略。(4)部落格、網路論壇、youtube：分析傳

銷業者(表 1)。 

表 1 本文文獻來源 

資料類型 資料名稱 相關關鍵字 

報紙與期刊 聯合知識庫(包含聯合報、經濟日報、民生報、

聯合晚報)、慧科大中華新聞網、健康靈芝季

刊、雙鶴雙月刊 

靈芝、直銷、葡萄王、雙鶴、台糖、桂

格、健康食品、保健食品 

碩博士論文 全國博碩士論文資訊網、中文電子學位論文服

務、國內各大學博碩士論文全文系統。 

靈芝、直銷、葡萄王、雙鶴、健康食品、

保健食品、生物技術、中草藥 

年鑑資料 《食品產業年鑑》、《台灣食品消費調查統計年

鑑》、《醫療產業年鑑》 

中草藥、保健食品、中藥新藥、生物技

術、靈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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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出版品與

產業報告 

中醫藥委員會、經濟部工業局、財團法人生物

技術開發中心、食品工業發展研究所等單位所

出版的資料 

中草藥、保健食品、健康食品、生技產

業 

網路資料庫 ITIS 智網、全球華文行銷知識庫、保健食品業

服務網、靈芝新聞網 

靈芝、保健食品、健康食品 

廣告資料 Youtube、相關企業網站 靈芝、雙鶴、葡萄王 

資料來源：筆者自行整理 

(2)訪談方法 

本論文主要訪談對象為參與靈芝產業發展，從事靈芝學術研究的科學家為主

體。訪談方法採取半結構訪談，依據研究主題，以理論抽樣選擇受訪者，以經驗

飽和為度，故有單一受訪者受訪達 3 次；研究問題隨研究對象經歷而異，依據網

路資訊、聯合知識庫與個人學經歷設計訪問提綱，以求切身切題，取得深入的資

訊。若無法取得訪談資料，則儘可以以書面方式向當事人求證，因此當事人回覆

之信件，亦為本文素材，受訪者基本資料如下所示： 

表 2 受訪者基本資料 

編號 職業 職稱 性別 專長 訪談日期 研究方法 訪談主題 

科學家 A 
大學教

授 

名譽

教授 
女 藥物學 20141115 面對面訪談 

靈芝的科學

實驗與爭議 

科學家 B 
大學教

授 
教授 男 真菌學 

20141118; 

20150616; 

20151006 

面對面訪談 
靈芝產業與

學術發展史 

科學家 C 
大學教

授 

特聘

教授 
男 

化學生

物學 
20141126 面對面訪談 

靈芝產業與

學術發展史 

科學家 D 
大學教

授 
教授 男 真菌學 

20141203; 

20141218 
面對面訪談 

靈芝產業與

學術發展史 

科學家 E 
大學教

授 
教授 男 

應用真

菌學 
20141211 面對面訪談 

靈芝的基礎

科學研究 

科學家 F 
大學教

授 
教授 男 

營養生

化學 
20150918 

電話訪談； 

email 

健康食品保

健功效評估 

科學家 G 
大學教

授 
教授 男 免疫學 20150918 

電話訪談； 

email 

健康食品保

健功效評估 

科學家 L 
大學教

授 
教授 女 

營養化

學 
20151001 面對面訪談 

健康食品保

健功效評估 

科學家 J 
大學教

授 
教授 男 

食品加

工 
20150930 面對面訪談 

健康食品發

展史與靈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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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藝專家 
農試所

研究員 

研究

員 
男 

菇類栽

培技術 
20141217 面對面訪談 

靈芝產業與

技術變革 

傳銷商 
大學教

學助理 
助理 男 物理學 20111113 面對面訪談 

雙鶴事業與

靈芝研究 

 11 位受訪者中，9 位為大學教授，1 名農試所研究員與 1 名在大學擔任教學

助理人員。9 名為男性，2 名為女性。他們有著不同的專長，因此遭遇靈芝的機

緣各不相同，因此筆者也擬定了不同的訪談主題。筆者透過電子郵件邀約訪談或

求證文獻資料真實性，除了科學家 F 與 G 以外，皆為面對面訪談。至於電話訪談

部份，我在訪談完成後，會撰寫訪談紀錄，並再寄信給受訪者確認理解正確與否。

由於受訪者背景以科學家為主，未能觸及政府官員或業界人士，本文透過文獻分

析補充這部份的討論。 

(3)參與觀察法 

運用參與觀察法的部份為第八章。我加入成為雙鶴集團的傳銷商，參與每週

例行的創業說明會以及一年一度的進階訓練營隊，學習如何銷售商品，組織人際

網絡，宣揚靈芝療效理念。我事先告知我的上線傳銷商我的研究者身份，田野

觀察的時間為 2011 年 11 月至 2012 年 6 月，為期八個月，地點為台北會場。筆

者於課程中紀錄大量筆記，並且隨緣搜集資料（譬如吃飯或上廁所時聽人閒聊），

部份資料則來自上線與家人。針對因未拉下線，以致於無法取得參與進階課程資

格的限制，我以資深傳銷商公開於網路資料輔助分析。 

第六節、章節安排 

本研究論證療效政治是中草藥的當代轉型的核心問題，科學化與商品化則是

確立中草藥療效的重要過程，科學社群、政府當局與產業共同參與其中。臺灣中

草藥當代轉型的具體表現是健康食品。健康食品有著獨立於藥品與食品的場域相

對自主性，有其獨特的文化邏輯，並由國家法規提供合法性。本研究以歷史進程

與行動者類型（產官學）為座標，安排章節如下： 

第一章：導論 

以靈芝既是神話又是科學，既是藥品又是商品的多重性，提出靈芝之謎。靈

芝謎題的爭議在於療效。科學化、商品化、可信度與物質文化等概念，提供了解

謎之鑰。聚焦科學活動，協助我們理解靈芝的療效源起於特定的社會技術網絡；

關注商品化過程，釐清靈芝如何以今日健康食品面貌現身；深探靈芝療效可信度

的建構過程，將發現由專家、常民與國家共構的綿密肯證網絡，以及傳銷業者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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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的重要角色；從物質文化的視角分析靈芝，人們形構靈芝的形形色色，形形色

色的靈芝論述，也反過來影響人類行動。靈芝充滿異質性，我採用多場址民族誌

的研究方法，運用文獻分析、訪談與參與觀察等研究技巧，為靈芝研究拉開序幕。 

第二章：臺灣靈芝熱潮的社會技術源起：跨國影響、地方產業與實驗室研究 

本章說明臺灣靈芝如何從民間流傳的神話藥物，轉變成為當代食品工業商品

的過程。隨著日本發展出靈芝人工栽培技術、科學地研究靈芝療效，加上業者的

巿場渲染，與官方法規的限制，促使新興靈芝產品面對既非漢藥，亦非西藥，亦

非食品的定位問題，而逐漸發展出定位為「健康食品」的因應之道。臺灣業者貿

易上受日本影響，援引日本提出的靈芝功效與有效成分的說法，炒作靈芝商品，

臺灣學者面對巿場傳聞與滿足科學研究好奇心，投入靈芝藥理研究。媒體炒作，

靈芝療效傳聞更甚，巿場更為熱絡，靈芝的話題爭議性不減反增。業者與學者呼

籲將臺灣打造成「靈芝王國」，回應香菇王國日衰的局面，促成未來政府投入靈

芝的大型研究計劃。 

第三章：國科會靈芝大型研究計劃與真假靈芝爭議 

本章說明政府為促進產業發展，號召學界發起靈芝大型研究計劃，卻悄悄落

幕的始末。臺灣基礎科學能力不足，實驗結果不佳，研究結案報告避重就輕，報

喜不報憂，學術力道不足以拉抬產業，政府不再持續靈芝研究，也不再介入靈芝

巿場運作。靈芝巿場混亂，療效、品質與價格成為爭議焦點，消基會的檢驗報告

打擊巿場信心，業者盼望政府建立靈芝產品國家標準，未獲正面回應。繼政府退

出靈芝的科學研究計劃之後，業者成為靈芝科學研究的贊助人。 

第四章：傳銷產業作為靈芝科技研究的引擎 

 本章談論繼國家之後，產業成為靈芝科學研究的引擎，傳銷業者成為健康食

品產業發展的擔綱者，自許為「健康顧問」與醫療專業抗衡。傳銷業者結盟科學

網絡，資助科學研究，搜羅見證故事，出版雜誌刊物，協助宣傳靈芝療效。科學

實證研究重新界定靈芝有效成分，鍺淡出巿場。食品業者宣稱「靈芝的好壞在多

醣體」，引發靈芝巿場大戰，傳銷業者透過推廣科學知識，界定「三萜類」才是

靈芝真正的有效成分。雙方大戰，損及兩家公司在靈芝巿場的公信力，重建公信

力成為業者必須積極面對的課題。 

第五章：「健康食品」的制度化──藥食曖昧性與劃界政治 

 繼靈芝的個案討論，突顯健康食品議題充滿爭議之後，本章說明健康食品的

公信力不只是業者的問題，也是涉及國民健康與產業發展的重要政策問題。面對

健康食品爭議，立法機關強勢立法，以管理「補藥」的態度，建構了以「藥品」

管制規範為基礎的「健康食品管理法」。行政機關以實務考量為由，限縮健康食

品的管制範圍，並且逐步透過行政命令，區隔「保健功效」與「醫療效能」，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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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健康食品」範圍。業者受壓反彈，行政機關在「個案審查」制度外，新增「規

格標準審查」制度，但靈芝不在開放品項之中。「健康食品管理法」重罰違法廣

告，促使健康食品業者更為依賴游擊戰形式的傳銷通路；「健康食品管理法」重

視科學數據，促使大型業者投資科學，評估產品功效。生物科技成為國家產業方

向，行政機關推動保健食品的國家型研究開發計劃，鼓勵學界研究產品功效，產

學合作趨勢日長。國內健康食品的發展，走向國家背書與科學驗證的競爭時代。 

第六章：認證保健功效──政府管制、科學實驗標準與靈芝產健康食品 

相較於前章從立法過程分析健康食品管理法，前章進一步從科學知識生產的

角度，分析產官學界之間如何協商出評估健康食品保健功效的標準。「健康食品

管理法」提供健康食品功效宣稱的法源依據。相較於過往由學者透過實驗數據為

產品背書，國家認證成為建立產品可信度的新方式，我稱為業者為取得國家認證

而委由科學家進行的研究活動，稱為「認證科學」。不同於 Jasanoff 提出的「管

制科學」注重國家管制面向，認證科學的概念突出企業與國家在科學活動中共同

扮演的角色。本文以靈芝的四項保健功效為例，探討產官學的互動模式，勾勒臺

灣健康食品保健功效的知識生產形態，並點出「品質認證」與「學術研究」的差

異。基於管制健康食品的需求，官方武斷劃分食品、健康食品與藥品的界限，並

以刑責戍守邊界。然而，臺灣僅僅重視懲罰，未及健康知識的普及與推廣，日本

經驗仍有可供借鑑之處。 

第七章：產業挪用健康食品認證──國家認證、媒體傳播與建立靈芝療效可信度 

相較於前章以「健康食品管理法」為主題的討論，本章以業者如何跟隨並挪

用這些法律規則，建構靈芝療效可信度為主題。在政府鼓吹投入生技產業的號召

下，中草藥被視為臺灣利基，靈芝被視為臺灣優勢產品。然而，面對新藥開發困

境，取得健康食品認證成為國內產學界證明生技研發能力的過渡性指標。業者因

應國家制訂的新遊戲規則，原先以為取得認證，就能創造收益，卻在受挫之後，

明白認證結果仍需轉譯，於是結合媒體與面對面傳銷推廣產品功效。業者以健康

食品認證為門面，巧妙宣傳靈芝功效：既辦理百人試吃活動，生產見證成果；也

抨擊對方產品品質低劣，有效成分不足；更透過科學家現身說法，強化靈芝功效

說服力。靈芝從癌症患者的輔助醫療藥品，轉變成為守護家族的健康伙伴。在學

術報告、見證故事與國家認證的三重擔保下，靈芝的功效成為事實，傳銷商成為

靈芝功效的信徒。政府應省思法律不足以改變社會，學術界應審慎思考產學合作

的意義，我認為需要更多為社會發聲的公共論述。 

第八章：傳銷業者靈芝銷售實作分析──科學、道德與可信度的療效政治 

前面的章節分析產業、科學與國家之間的互動過程，探討靈芝如何從神話藥

物，轉變成為當代健康食品。本章從面對面互動的層次，辯證地說明，傳銷業者

如何透過自我規訓與援引多重證據，建構靈芝療效可信度，將靈芝從當代健康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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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再次建構為濟世救人的神奇靈藥。傳銷業者以常民與專家共構的肯證網絡鞏

固自身對靈芝的信仰，以「瞑眩反應」模楜人體對「副作用」的感知模式，靈芝

從「保健食品」，變成「保命食品」，傳銷業者成為濟世救人的道德行動者，以推

廣能為眾人帶健康的靈芝為己任。然而，靈芝事業卻反過耗損了傳銷業者的健康，

使其隱身幕後，離開舞臺。親近產業的科學家認為靈芝已從神話走向科學，但社

會科學研究者認為科學與神話不是非此即彼的對立兩極，傳銷實作與社會學實作

亦非截然二分，療效作為議題，始終充滿政治性。 

 

第九章：結論 

本章總結靈芝在臺灣的社會文化生命史，點出靈芝在社會分類、療效政治、

價值區分、療效成分與療效依據的社會與物質變遷歷程。「療效政治」的多重社

會世界分析，提供了分析前述變遷的有效取徑。其次，療效政治幫助我們看見科

學家不同的社會行動類型，同時也提供質問「藥物有效與否」問題的後設思考。

本研究貢獻如下：產業界與國家是建構藥物商品可信度的重要角色；藥物商品可

信度的建構有其多重知識來源；物質療效變遷有其社會歷史根源；健康食品管理

法作為臺灣特殊法規的社會源起；點出「食療」轉變為「科技進補」作為資本主

義社會的食品研究之新興議題。最後，文末提出政策建議與研究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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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臺灣靈芝熱潮的社會技術源起：跨國影響、地方產

業與實驗室研究 

傳統醫藥在當代，由於不同因素，被打造成國族產業。相較於韓國以國家力

量支撐人蔘產業；臺灣則是由民間巿場與科學界的投入，將「靈芝王國」的口號

喊的漫天作響。靈芝從神話中的藥物，轉變成為臺灣社會的重要產業。日本跨國

影響、在地商業炒作以及實驗室的科學研究都是促成轉變的因素。臺灣社會出現

大量靈芝論述，靈芝從「中草藥」蛻變成為「健康食品」，進入大眾消費世界。 

本章關注1980年初的靈芝熱潮如何可能，以及靈芝熱的後續影響（附錄一）。

透過歷史考察，本章指出靈芝的療效論述從神農本草經的說法，轉變成為當代科

學的語言。這種轉變，既有科學專業研究的貢獻，也有民間通俗文化的影響。在

地學者的投入，使得跨國的靈芝傳說，擁有本土學術依據，經由媒體中介，間接

促成了臺灣的靈芝熱潮。民間靈芝巿場熱絡，遭遇國家管制，嶄轉生產出「健康

食品」與「治未病」相關論述，成為靈芝產業拓展的溫床。 

楔子、臺灣本土靈芝「大旋風」──靈芝詐騙與療效爭議 

1982 年，靈芝的價格從巿價每台斤 10 至 25 元的價位，漲至「巿價每公斤

達新台幣 35,000 元[按：每台斤 21,000 元]」，漲幅近達千倍(翁玉華 1982；吳佳

錩 2000: 95)。記者報導「不管在夜巿、菜場、地攤經常可以看到許多賣靈芝的

小販，以其三寸不爛之舌向消費者誇耀靈芝神效」，靈芝賣點在於「神效」。1靈

芝的價格在 1982 年飆高，連帶吹起靈芝栽培風潮，發生多起詐欺事件（如老鼠

會或空頭公司），導致投資人工栽培靈芝套牢慘況。 

當時的商人仿效「老鼠會」推銷步驟，詐騙靈芝生產者。2商人誇大靈芝「太

空包」的產能，誘惑將以 2000 元至 3000 元的高價契約收成靈芝，打動消費者以

60 元至 70 元的高價買進「太空包」，後又稱大量買進一萬包，可半價交易，但

太空包產能實際上很低，投資者即使按契作價格交貨，仍不足以償清欠款。3接

著，商人以高額獎金引誘投資者介紹新客戶，抵充欠款，待多人上當，商人即避

不見面。當時受害者最高損失達 350,000 元。或者，商人開設空頭公司，透過廣

告銷售菌種，待收到貨款後即人去樓空，復興鄉鄉長及農民被詐騙金額達 290,000

元。4光是美濃鎮，估計就有二百萬元的損失。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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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路商坑殺生產者，是 1983 年的場景。直銷商大力促銷靈芝，喊出「讓靈

芝取代人參」的口號，國內生產者大量生產靈芝產品，天然或人工的大小貨色皆

有。然而，收購商（包括日本人及國內直銷商與靈芝公司）以產品或產量的規格

不符，拒絕收購，導致巿場泡沫化，後進者慘賠(韓文彝 1988: 39)。在 1983 年

底，不少公司以「最低價格」拋售靈芝，譬如合和公司登報「每公斤售 1,000 元，

進貨量較多者，成交價格可再抑低，付款方式為現金交易」6靈芝的價格從 1982

年的每公斤 35,000 元(每台斤 21,000 元)，落到每公斤 1,000 元甚至更低。 

這不僅是巿場炒作的商業個案，更是臺灣社會的特有文化現象，評論者稱之

為「靈芝大旋風」(韓文彝 1988)。本來沒沒無聞的靈芝，為何會引起「大旋風」

呢？甚至到後來引起科學家關注，到今日轉變成為健康食品呢？這是本研究接下

來要說的故事。 

第一節、「仙藥」靈芝－－臺灣民間傳說與民俗經驗 

1980 年代以前，靈芝仍是神話。它既不是科學研究的對象，也非中醫師使

用的藥物；民間對於靈芝的認識止於神話傳說與武俠小說。靈芝品項多、辨識難、

產量少、方劑應用少，中醫師鮮少以靈芝入藥，靈芝被視為是地區民間用藥(黃

耀文 2009: 24)。從藥物史來看，靈芝在歷代的方劑應用極少。71970 年代，當時

的藥政處長及留日藥學博士許鴻源未將靈芝列入《臺灣地區出產中藥藥材圖鑑》，

靈芝並不被官方視為中藥藥材(許鴻源 1972)。8時至今日，中醫師仍罕用靈芝處

方。衛生署中醫委員會以中醫罕用為據，函文指出靈芝久已未列為中藥材管理，

故靈芝進口不受中藥商資格限制，可按一般食品規定進口。9總的來說，靈芝非

一般中醫用藥，毋寧說更接近道家傳統的「仙藥」。 

靈芝作為「仙藥」，源於古代丹道傳統，後成為通俗創作題材，如白蛇傳的

救命仙草與武俠小說中的千年靈芝。101923 年，武俠小說家趙煥亭(1877-1951)

首創千年通靈肉芝化身小人，食用能益聰慧、補氣血、強筋骨、超凡入聖之說；

後世武俠創作取經，形成聖藥與毒物的文學創作傳統(葉洪生 1994；趙煥亭 2013 

[1923])。11武俠小說的靈芝意象，影響通俗創作（如 1968 年經濟日報連載的長

篇小說《血連環》，或 1987 年八點檔《靈山神箭》中的靈芝草人，及後來的電玩

遊戲）。武俠小說影響所及，練功之人將靈芝視為助人「靈活」的藥物，能調理

內外傷；梅門李鳯山師傅認為靈芝能補氣、運氣、活氣，使身體再生(吳亭瑤 2004； 

李鳯山 2004)。這些傳說連結靈芝與救命療傷，承接道家仙藥傳統，成為《神農

本草經》靈芝「久食輕身不老，延年神仙」的當代詮釋。 

當時臺灣社會對於靈芝的認識極為有限，僅少數專家瞭解如何使用靈芝（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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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附錄二）。1970 年代，當時的靈芝專家，是一些擁有用藥經驗的人，他們散星

散布於不同領域，數目屈指可數，諸如中醫師蔡吉雄、西醫師陳進東、國術好手

廖五常等人(木易 1980； 陳進傳 2005； 黃耀文 2009)。他們在日常生活中，

透過試藥的方式，探索野生靈芝的藥性及用法。那個時代，驗證靈芝療效的方式，

主要仰賴經驗，直到 1990 年代後，科學實驗才漸漸越受到重視，而科學家在靈

芝發展的角色，才變得越來越重要。 

靈芝的神效，建立在傳說之上，被民間視為延年的仙藥，絕症的希望。1975

年的「周紫音罹癌」新聞報導就是一例。12靈芝不只藥用，亦具賞玩價值與巿場

潛力。131970 年代末，媒體常常會報導發現「萬年靈芝」或「大靈芝」，民眾或

視靈芝祥瑞，不願出售，視為珍藏玩賞的寶物(圖一左)；或視為潛力商品，高價

求售(圖一右)。對於當時的臺灣人來說，靈芝充滿神秘，人們收藏、販售、研究、

服用，各有所好。靈芝藥效，依憑神話，醫者以身試藥，累積經驗，是當時的社

會狀況。 

圖 3 大靈芝的報導 

視靈芝為寶物 視靈芝為商品 

  

李幸祥(1978)一顆大靈芝，聯合報，1

月 21 日。 

邱維國(1978)百年罕見靈芝草，中國時

報，12 月 8 日。 

第二節、日本的靈芝技術、科學與巿場──「治未病」的「健康食品」

誕生 

靈芝在臺灣成為大眾商品，源起於日本對靈芝的科技研究與巿場需求。日本

的靈芝研究，受近百年來的漢方復興運動（見本章附錄三）與中國靈芝研究的影

響。台大農化系教授許瑞祥指出，中國是最早拿靈芝治病的國家，「他們從『人

吃了有效』的臨床結果來發表，日本人看到他們發表的報告之後，才撿這個結果

去研究成分」；而日本學界與業界互動密切，業界廣為宣揚日本學界的研究，以

此行銷商品；但是當時台灣學界與業界鮮有互動，「所以早期[台灣]業界只好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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抄日本的二手東西，來為自己的產品背書」(吳亭瑤 2011:8)。臺灣靈芝的發展，

起於產業；產業的發展，源於臺灣與日本的貿易關係。 

日本人受中國臨床實驗數據影響，投入靈芝的科學化研究。不同於國民政府

忽略傳統醫藥，共產中國視中醫藥為替人民服務的寶庫。1960 年代，上海巿農

科院園藝所試驗人工栽培靈芝獲得成功，1972 年，該所與中藥三廠、一廠和華

山、斜橋、徐滙、龍華醫院等單位合作，進行靈芝臨床療效測試，認為靈芝具有

「調節神經機能、促進睡眠、增加食欲、振奮精神」以及「對再生障礙性貧血、

急性扭傷與高血壓」有一定療效，無副作用(上海市農科院園藝所 1974)。1976

年，上海地區將靈芝的栽培與臨床研究成果，匯集成冊，由上海人民出版社發行

成書（圖 4）(靈芝的栽培與藥用編寫組 1976)。鑑於中國臨床實驗發現靈芝確

實能治療疾病，日本學者投入驗證靈芝功效的科學研究工作。日本學者面對政府

法律食品不得宣稱療效的概念，於是挪用漢醫概念，將靈芝界定為「治未病藥」

(有地滋 1989[1984]: 15)（詳見本章第五節討論）。 

圖 4 1976 年出版的《靈芝的栽培與藥用》封面與夾頁題辭 

  

封面 夾頁題辭 

資料來源：超星數字圖書館，臺灣大學館藏連結。 

就技術方面來說，日本京都大學的農藝學者，崇尚漢方經典，投入靈芝的人

工栽培，開發出量產技術。1971 年，京都大學食科學研究所的文部技官直井幸

雄，以《神農本草經》及《本草綱目》為依據，投入靈芝研究，發展出以鋸木屑

太空包方式栽培靈芝的方法，使得靈芝得以量產上巿(韓文彝 1988)。14他個人將

靈芝視為仙人的食品，相信古代本草書超越現代科學，並將日本及中國對靈芝的

藥效研究，視為「本草書類的『現代語譯』」，現代科學不過是「再度確認兩千年

前經驗性的靈芝藥效」(直井幸雄 1989[1984]； 直井幸雄 1996:38-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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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1970 年代，研究者懷著開發藥物的期待，投入靈芝研究，但是受限藥事

法規的限制，政府取締違法宣稱療效的商品，靈芝不能稱為「藥」，僅能以「健

康食品」面世。直井幸雄認為，靈芝蒙受誤會，他相信「靈芝的藥效敘述，就像

基督等待壞運過去一樣，我深信那一天歷史會給與我們正確的評價」(直井幸雄 

1996: 46)。但是 1983 年，他逆向思考，認為藥品身份反而會限制靈芝發展，他

說「假設靈芝以藥品問世，靈芝的效能用於特定病名、症名的話，反而會束縛了

靈芝的有效範圍，對靈芝而言並非是最好的道路」(直井幸雄 1996: 46)。 

從「藥品」到「健康食品」的轉折，反映行動者遭遇法規限制的變通作法。

靈芝相關行動者，開始走一條新的發展道路，開啟發展漢藥的新模式──「健康

食品」。靈芝既不是西藥，也不是漢醫運用的藥物，它變成了「健康食品」；當代

科技研究者走出了當代醫師與漢方醫師以外的另一條道路。靈芝從「治療疾病」

論述解放，走向「健康促進」之路，不再受限於「藥品」流通範圍，走上大眾巿

場之路。 

就巿場面來說，1970 年代，靈芝逐漸獲得重視。相較於臺灣醫學界不重視

靈芝的現象(阿郎 1983)；日本人將靈芝視為仙人食品，有著「萬年茸、幸茸、

聖茸、吉祥茸、福草、不死草」的別稱(直井幸雄 1996: 31)。1970 年初，直井幸

雄不僅量產靈芝，更組織同好推銷靈芝，促使靈芝成為大眾商品(直井幸雄 1996: 

191-193)。15他申請專利，邀集會員共同生產靈芝，並且拜謁太子與皇太子妃，

發起靈芝推廣組織「幸茸會」（見圖 5），以該會名義舉辦靈芝展覽，並透過電視

節目及報章媒體宣傳。日本每日新聞社報導，幸茸會稱靈芝為中國最為貴重的藥

材，是「不老妙藥」，有不可思議藥效，展覽現場展示「珍奇靈芝」及「人工靈

芝」。161975 年秋天，靈芝的消費方式逐漸「從裝飾轉變成為食藥用為主流」。17日

本巿場需求增加，刺激生產，業者增資擴產靈芝，尋求海外生產合作伙伴。 

圖 5 日本靈芝栽培者直井幸雄及其專書與呈獻給皇室之靈芝 

   

直井幸雄 靈芝革命

1989[1983]  

1972 年至京都御所呈獻的靈芝 

資料來源：amazon.co.jp 以及 http://www.pawafurusmile.net/product/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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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時靈芝由裝飾用轉變成為食藥用，有人認為與鍺的發現有關(藍振榮 

1986)。鍺作為健康食品流行，始於 1967 年淺井一彥的報告。18淺井一彥認為鍺

則能使人氧氣旺盛，促進新陳代謝，並在 1971 年於《日本特許廳特許公報》發

表論文，提出中草藥的效果來自於鍺(田明 1996)。1975 年，淺井一彥在一篇通

俗文章〈鍺與我〉中提到，「靈芝中的有機鍺含量為 800~2000ppm[按：每 1 公升的

水溶液中含 800 到 2000 毫克]，能促進人體新陳代謝的功能，而且具有抗癌的效果」。

松本紘齊轉引淺井一彥的說法，撰《靈芝與癌症：癌症的可怕與靈芝驚人之威力》

一書，認為胡孫眠（按：樹舌靈芝或猴板凳）含有 880ppm 的鍺，比起高麗人參

所含的量，多出將近 3 倍的數量（該書認為人參含鍺量為 250 至 320ppm），鍺能

抗癌的說法，拉抬了靈芝的巿場價值，成為業者盛行的說法(松本紘斉 1976； 韓

文彝 1988； 林一夫 1991[1985]； 松本紘齊 1994)。19但 1983 年後，日本已開

始出現質疑靈芝是否含有鍺的聲浪(王汝振 1991:10-12)。1990 年，臺灣出版社後

續翻譯出版淺井一彥《ゲルマニウム讚歌》(1983)一書，逕自加上靈芝封面，臺

灣商人以「鍺」行銷靈芝的意圖甚為明顯，此為後話。 

圖 6 鍺的讚美：臺灣版本與日本版本 

  

鍺的讚美(1990)臺灣青春出版

社，許銀輝編校 

ゲルマニウム讚歌(1983)，東

京都：玄同社 

資料來源：國家圖書館與台北巿立圖書館 

日本人靈芝需求量增加，來臺灣採購。1977 年初，臺灣靈芝供應商指出：  

自從兩年前日本人從靈芝草提煉出多量的「鍺」元素，且發現有增加血

液氧氣作用，而促進新陳代謝的效用後，乃爭相從各地採購。目前台灣

每年供應數量約達一百台斤，每台斤約新台幣五千元，可說是相當高價

的特別植物。國內採收的靈芝草以顏色分計有赤芝、黃芝、黑芝與紫芝

等四種，其中以赤芝最多。食用方式是與清水煎煮成膠狀即可。日本民

間療法得到的效果是可以清血，對於尿毒症、糖尿、溼疹等，有明顯的

治療功效，故而掀起食用的熱潮。他已將這種效用介紹予各大藥房，目

前台北已有三家中藥店採用靈芝草做為藥材。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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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段引文極為重要。因為他指出，在當時向臺灣的報紙讀者介紹靈芝時，必須要

提供一定的背景資訊，這些資訊包括日本人來臺採取靈芝的理由是出於鍺元素及

其功效。而當時的靈芝產品，以野生採集為主。靈芝被稱為「靈芝草」，不像今

日以「真菌類」或「菇類」的理解方式。食用方式採取清水煎煮，不像今日成為

隨手可得的飲料，或者作為膠囊錠劑或藥粉。就銷售通路方面，藥房才逐漸開始

採用出售，不像今日是以直銷或者便利商店為主的流通方式。 

在日本，有地滋教授領導的近畿大學醫學部東洋醫學研究所，是最早從基礎

與臨床兩方面，投入靈芝的現代醫學研究的團隊。211979 年，漢方醫學權威北里

研究所的大塚敬節博士請託近畿大學醫學部東洋醫學研究所的有地滋教授，研究

靈芝的治癌效果，但有地滋以癌症機轉未明，轉而投入成人病（如高血壓、動脈

硬化等）研究(有地滋 1989[1984]: 17；有地滋、林一夫 1991[1985]: 37)。他們陸

續發表靈芝的降血壓作用、臨床應用、對高脂血症的作用、對播種性血管凝固的

作用、對糖代謝的影響等論文(李旭生編 1989[1984])。參與靈芝研究的成員，隨

後也撰寫科普著作，推廣靈芝的功效(有地滋 1989[1984])。 

學術研究影響栽培巿場，也使巿場出現圍繞著「療效」與「品質」的競爭論

述。隨著有地滋教授團隊於 1979 年後陸續發表靈芝降血壓與血脂的系列論文，

引發栽培商競相生產靈芝，導致生產過剩(森昌夫 1989[1984])。生產過剩，巿場

就出現新的「品質」競爭（the struggle of quality）；有學者認為「優良靈芝」的

條件是優良品種、優良栽培、適當收割時期(直井幸雄 1991[1985]: 73)；亦有學

者提出栽培所使用的木材亦會影響藥效（如松本紘齊所主張）；就栽培方式來說，

一般主張以原木栽培的靈芝，藥效優於木屑瓶栽法，因後者重量較輕，且形狀較

差。靈芝的流通方式則由體驗者登門推銷，慢慢演變成可以從藥局、健康食品店

以及透過靈芝廠商取得。日本巿場從 1979 年來的靈芝生產量，從 3 公噸、1980

年的 10 公噸、1981 年的 30 公噸、1982 年的 70 公噸到 1983 年的 150 公噸，逐

年大幅成長，但於 1983 年，已有供過於求的現象(長谷川佳哉 1989[1984]: 82-86)，

而該年，也是臺灣發生「靈芝大旋風」的年代。 

靈芝的消費現象，刺激更多的靈芝論述。以 1981 年到 1985 年間，日本國立

國會圖書館提供的「靈芝」相關著作為例，靈芝論述可以分成幾個文類(表 3)：

學術論文、科普著作或通俗文本，以及民間輯作。學術論文主要是發表於學術期

刊者，如 1981 年杉原芳夫的文章是漢方角度研究靈芝添加於桂枝茯苓丸的抗腫

瘤功效，1983 年久保道德研究靈芝與凝血的關係，1984 年水野卓研究靈芝多醣

體的抗腫瘤活性等等，另有 1982 年西島基弘的博士論文，顯見靈芝成為學術研

究議題。科普著作或通俗著作，則如近畿大學學者有地滋與久保道德或京都大學

直井幸雄等人的作品，是靈芝研究者為一般大眾寫的書，介紹科學研究成果，也

有經驗見證內容，肯定靈芝療效。至於民間輯作，包括ライフサイエンス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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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life science研究所)與主婦之友等編輯的作品，靈芝成為家庭主婦關心的議題，

反映靈芝是常民關注對象。這些論述多少透過翻譯或引用，流通進臺灣巿場，尤

其是科普著作，在臺灣尚未鼓勵產學合作的年代，臺灣的業者仰賴日本翻譯書籍，

協助輔銷靈芝商品（本章附錄五）。 

日本於 1980 年代，邁入靈芝的大眾消費時代，不論是栽培技術、科學研究，

以及通俗論述，都影響了臺灣的科技與產業發展(韓文彝 1988:38)。臺灣的靈芝

產業，並非無中生有，而是隨地方文化基礎、風土條件配合以及東亞區域發展影

響，才能發展成今日的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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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日本國立國會圖書館的靈芝書目(1981 年至 1985 年) 

年代 著作 

1981 有地滋《"霊芝(漢方)"で病気にならない : 新発見-驚異の健康法》； 

ライフサイエンス研究所編《霊芝で防ぐ高血圧症高脂血症と血栓の恐怖》； 

市原良一編《１２０歳に挑戦 : 自然食品霊芝・効用と体験例》； 

杉原芳夫等〈卵白グリコペプチド,小麦わらヘミセルローズ B 及び桂枝茯苓丸

加霊芝湯の併合投与による廿日鼠の 20-メチルコラントレン誘発腫瘍への制

癌効果〉 

1982 有地滋《霊芝で守る健康法 : 成人病と霊芝》； 

西島基弘《電丸および霊芝の多糖成分に関する研究》（博士論文） 

1983 主婦の友出版サービスセンター編《霊芝:現代に甦った幻の漢方薬》； 

本郷メディアレップ《霊芝、驚異の霊薬 : さるのこしかけ科》； 

松本紘斉《驚異的梅の効用 : 梅と古梅霊芝を科学の眼で解明》； 

直井幸雄《直井幸雄の霊芝革命》； 

久保道德等〈霊芝(Ganoderma lucidum,子実体)の研究-4-播種性血管内凝固に対

する作用〉 

1984 金子今朝夫《いま、なぜ霊芝か : 突然死はもうこわくない!!》(不再害怕猝死) 

水野 卓等〈マンネンタケ(霊芝)の水溶性多糖類の分画,構造,抗腫瘍活性につ

いて〔制癌性多糖類に関する研究-7-〕〉 

1985 近畿大学薬学部久保道徳研究室 編《霊芝》； 

森昌夫《霊芝でみるみる高血圧が下がった!!》 

金子今朝夫《驚異の食薬霊芝健康法》 

学文社《元気の素「霊芝」 : 信じられないこの効きめ!》 

上松瀬 勝男等〈霊芝に関する研究-1-高血圧症に対する効果及び副作用につ

いて〉與〈マンネンタケ（霊芝）の薬効と食効制がん性多糖と苦味テルペノ

イド:制癌性多糖と苦味テルペノイド〉； 

水野 卓等〈マンネンタケ(霊芝)の水不溶性多糖類の分画,化学修飾,抗腫瘍活

性について〉以及〈マンネンタケ(霊芝)の薬効と食効--制癌性多糖と苦味テル

ペノイド〉 

註：陰影底線為學術論文，餘為通俗著作。 

資料來源：日本國立國會圖書館（http://iss.ndl.go.jp/） 

  

doi:10.6342/NTU201601133



52 
 

第三節、臺灣的技術、科學與巿場──靈芝「大旋風」與科學家對療

效的澄清 

日本靈芝產銷逐漸供過於求，連帶影響臺灣產業。臺灣的靈芝從出口轉變為

內銷(阿郎 1983)。臺灣靈芝栽培技術逐漸成熟，在產業上引入日本靈芝論述，

創造靈芝「多醣體抗癌」及「有機鍺促進新陳代謝」的新療效，賦予靈芝價值，

使靈芝從野生山產，轉變成為新興的農村產品，菇農陸續投入靈芝商品化工作。 

靈芝轉變成「農產品」，與臺灣的時代背景有關。出於洋菇外銷受挫的推力，

以及靈芝有利可圖的拉力，菇農投入靈芝的栽培與研究(莊雅涵 2009: 54-56)。
221970 年代，菇農在逐漸摸索出靈芝人工栽培的技術，但這些技術往往被視為商

業秘密，相關報導不多(陳精祥 1993a；1993b)。就目前資料來看，臺灣的靈芝

栽培者，可分成與日本人合作的技術合作者、從過往菇類栽培經驗發展出技術的

自行摸索者或來自美國的學院科學家三種類型（見附錄四）。由於本省農民有栽

培菇類的經驗，靈芝與其栽培方式類似，因此對農民而言，靈芝的技術門檻不高，

促使靈芝栽培在農村逐漸普及。 

對靈芝感興趣的人，不只是農民與一般民眾，還包括長期投入新藥研究的科

學家。臺灣學者投入中草藥的科學研究，有其日本淵源。23靈芝研究的部份，也

參考了日本人的相關著作。日本人 1970 年前後陸續發表香菇多醣體抗癌研究，

影響後人探討多醣體的抗癌效果(Goro Chihara, Yukiko Y. Maeda et al. 1969；Goro 

Chihara, Junji Hamuro et al. 1970)。241971 年，日本學者 Sasaki 等人發表野生樹舌

靈芝(Ganoderma applanatum)子實體萃取物的特定成份，能夠抑制肉瘤細胞於小

鼠體內生長，開啟了靈芝多醣體的研究風潮(Takuma Sasaki, Tetsuro Ikekawa et al. 

1971)。1977 年 Ito 等首先發表從人工栽培的靈芝(G. lucidum)子實體分離所得的

多醣體，經小鼠接種肉瘤(S-180)細胞株模式，確認具明顯抗腫瘤活性，提供人工

栽培靈芝子實體的藥理證據，供後續的開發應用(許瑞祥 2010a: 136)。 

臺灣的科學家於 1970 年末，投入了靈芝的藥理研究。臺灣的研究始於劉耀

輝與林貴香(1979)合著的研究，他們分析野生採集的靈芝，指出靈芝中的多醣體

與抗腫瘤物質有關，並寫成〈靈芝草的多醣體之抽取與其成份之分析──細胞毒

作用及抗腫瘤物質之研究〉一文，發表於臺灣醫學會。25這篇論文，提供某些醫

者運用靈芝治病的信心，如前述陳進東醫師的例子。然而，一般人仍然不敢輕易

服用靈芝，因為靈芝種類多，或有劇毒，誤食會有喪命風險。26 

doi:10.6342/NTU201601133



53 
 

1981 年，靈芝有無療效成為待解議題，當時積極找尋抗癌新藥的台大生化

研究所董大成教授，將靈芝納入研究課題。27董大成被認為是台灣癌症醫學研究

之父，長期投入癌症藥物的開發與研究，雞母珠是他最重要的學術研究對象。28

但由於雞母珠的人體臨床實驗引發爭議，有違法之疑，且違反學術倫理，加上經

濟支援不足，故董大成暫時擱置雞母珠研究，尋找其他抗癌藥物：如生大蒜、香

菇與靈芝（見附錄六）。29 

在台大生化所以科學方法尋找抗癌藥物的潮流中，董大成的研究團隊於

1982 年發表了兩篇靈芝研究的論文。其中一篇指出人工栽培靈芝子實體的熱水

萃取物，透過注射方式，能抑制肉瘤，該文被認為是「國內靈芝抗癌研究的先鋒」

(鄭惠華等 1982； 許瑞祥 2010: 138)。另一篇則指出野生的無柄靈芝(G. 

resinaceum)之菌絲體及培養液，能夠抑制小鼠腫瘤，且延長其存活時間，該文開

啟國內研究菌絲體抗腫瘤的風氣(郭明德等 1982；許瑞祥 2010: 138)。這兩篇文

章的前言類似，都包括學術依據與研究動機：日本學者千原吳郎 1969 年香菇萃

取物抗腫瘤的論文，促使董大成團隊以真菌類萃取物抑制腫瘤作為研究方向；而

民間盛傳「靈芝茶抗癌」、是「養命的神仙藥」，是董大成團隊的研究動機(Goro 

Chihara et al. 1969；郭明德等 1982；鄭惠華等 1982)。民間說法與學術依據，提

供科學家投入靈芝研究的正當性。 

媒體的科學報導，製造靈芝抑癌的聳動效果。1982 年 2 月 6 日，民生報採

訪董大成教授，以「靈芝確能抑制癌──實驗初步證實它是免疫輔助劑」為標題，

報導中董大成教授說「這項研究尚未顯示可以只用靈芝來控制癌症，但靈芝可能

透過人的免疫系統，增加免疫力。換句話說，它是一種免疫輔助劑。」30該報導

以「靈芝能抑癌」為標題，未明說實際上是抑制特定老鼠的癌症，效果聳動。 

1982 年癌症成為十大死因之首。31政府思考是否要引進西方先進藥物；但民

眾卻對秘方和傳統中藥更感興趣。靈芝的抗癌效果受到媒體關注，業者也有意推

廣靈芝的醫療功效。在 1981 年到 1982 年間，華視節目「大櫥窗」播報「靈芝草」

專題，介紹「植物中的鍺」，探討靈芝人工與野生栽培的方法，及其醫學功能。32

報紙出現「山中奇葩，千年精英」的半版靈芝廣告，靈芝商業報導增加，不但有

數家公司加入展售行列，一般藥舖與巿場都有靈芝展售，或在花巿上看到靈芝的

身影(陳映霞 1981: 16)。33 

「靈芝抑癌」的報導，更是提高了靈芝的身價。售價漲幅從每公斤 50 元，

漲價到每公斤數千元之多。34短短兩個月之間，靈芝價格翻漲，民間炒作靈芝療

效，大量生產靈芝，使得董大成不得不跳出來澄清：癌症病人不要寄望靈芝有療

效而延誤就醫；並且呼籲農民不要大量栽培靈芝，以免滯銷。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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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靈芝抑癌」報導造成巨大反響，董大成再三透過各種媒體辯駁靈芝抑癌說

法。1982 年 7 月 5 日，臺視播出「董大成談靈芝」專訪，董大成力陳口服靈芝

茶無效的觀點，也認為靈芝研究尚未成熟，農民不應操之過急投入靈芝栽培，但

是民間靈芝行情仍然節節看漲。369 月 14 日，聯合報報導「巿面上出售靈芝，有

整塊論斤論兩販賣，每兩約需三、四百元，也有磨成粉末，小包出售」，並指出

靈芝治病熱潮，與傳統視靈芝為高貴藥材，以及日本人著書宣稱「臨床實驗證明

靈芝對癌症、腦出血、血栓症…等廿餘種疾病有驚人功效」有關，商人大肆宣揚

靈芝價值，使價格翻漲近百倍，農民趨之若鶩。37 

10 月 28 日，董大成反覆說明靈芝茶沒有抗癌效果，他提到實驗是以注射進

行，口服靈芝液無效；其次，部份小白鼠腫瘤消失，不意味人類注射同樣物質，

也能產生同樣效果；最後，即使該物質有效，也只是免疫療法，癌症病人應該尋

求正規治療。38同年 12 月，則於台大醫學院師生創辦的科普雜誌《健康世界》，

發表〈靈芝藥效的探討〉一文，面對諸多認為靈芝有效的說法（廣告、中藥典籍、

白蛇傳神話），他再次指出喝靈芝茶防癌不具效果。39他說「靈芝僅是輔助療法，

若太依賴靈芝而耽誤開刀挽回病人生命的時機，是萬萬不可的做法，這種警告也

就是我寫此篇文章的主要目的。」(董大成 1982:15)董大成指出，實驗室的作法，

與坊間的服用方式不同，兩者療效不可等而語之。 

第四節、靈芝的安全風險與療效論述──野生靈芝與人工栽培靈芝的

分化 

在 1981 年末，衛生主管機關視靈芝為一般食品，不當作藥品管理，故不得

公開宣稱療效。官方的觀點，正好反證民間將靈芝視為藥物的社會事實。1980

年代，靈芝論述大量出現。靈芝的療效論述不僅沒被壓抑，反而因各界投入而煽

動起來，就像傅柯談論維多利亞時期的性意識(sexuality)一般，性意識非但沒有

被壓抑，反而透過各種專業、組織與機構大量生產出來，使得日常生活中，無處

不可見到性意識的軌跡(Foucault 1990)。40 

商人把靈芝說成仙丹，認為野生靈芝比人工栽培品更有價值，因擁有日月精

華，是真正(authenticity)的靈芝。彰化的陳姓銷售商說「我賣的是真正的野靈芝，

只有生長在兩千三百公尺高山上的梅樹和樟腦樹上的，才是真靈芝。…根據我的

經驗，梨山和廬山所產的靈芝品質最好。」台北的林姓銷售商說「凡是長在楓樹、

櫸樹、相思樹及梅樹上的，都是靈芝。台灣靈芝產於中央山脈，尤以奇萊山為主

要產地。」有人說人工栽培的靈芝效果不如吸收日月精華的野生靈芝，而東吳大

學微生物學系的曾惠中教授推測說，「也許是因為野生芝成長較慢，而人工栽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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靈芝受人工催長，成分較不全的緣故」(陳映霞 1981: 17)。服用靈芝方式，以煎

汁飲用最為普遍，其次是磨粉送服，也有人泡成藥酒飲用，甚至有人把煎過的靈

芝浸在浴缸中，用以泡澡(陳映霞 1981: 18)。 

由於民間將靈芝視為抗癌藥物，學者們則主張對這些說法應持審慎態度。微

生物學者曾惠中教授對靈芝抗癌持保留態度，認為應釐清商業行銷手法與科學事

實的差異。藥界人士認為靈芝其實跟洋菇、香菇一樣，並不神奇，強壯身體延年

益壽的說法都未經科學證實，是以訛傳訛之說。41中醫師馬光亞則認為靈芝跟人

蔘一樣，都是藥，並非人人能吃(陳映霞 1981: 18)。微生物學者與藥界人士不從

藥的角度理解靈芝，因為並沒有科學上的證據，中醫師則認為靈芝是藥，出於傳

統醫學的見解，但眾學者們對靈芝懷有疑慮則是見解一致。 

學者提到靈芝潛在的健康風險，並且開始區隔民間使用的野生靈芝與人工栽

培品的差異。中研院植物所研究員曾聰徹指出，靈芝有可能會促進血液中膽固醇

的合成，不適合高血壓及心臟病人服用(王嘉琦 1982；蕭明熙等 1986)。42另外，

台北醫學院生化科教授董一致的實驗結果顯示「民間廣泛使用的靈芝確實有降血

糖和膽固醇的效果，但長期服用野生靈芝，卻會使實驗動物發生高血壓」，他也

指出不同種類的靈芝，效用不同，而人工栽培靈芝無前述造成高血壓的此現象。
43科學家為野生靈芝貼上了具健康風險的標籤。 

學者透過實驗室研究，拉抬人工培養靈芝的價值。相較於野生靈芝，人工栽

培品功效相同，幾無安全風險，也便於實驗掌握。陽明大學李旭生教授等人發表

人工栽培(G. lucidum)菌絲體熱水萃取物抗腫瘤研究的系列成果，表明靈芝菌絲

體具抗腫瘤活性，提供了抑制癌細胞擴散的具體證據。44民生報以「野生靈芝能

抗癌，人工培養品一樣管用」報導此研究成果，該報導也引用陽明醫學院藥理學

科陳介甫教授的說法，指出從實驗的角度來說，人工培養的靈芝比起野生靈芝成

分更穩定，品質也方便控制。451985 年董大成研究團隊透過小規模人體試驗，肯

定口服人工培養之靈芝萃取液增強人體免疫力作用。(鄭惠華等 1985a；

1985b)1986 年，報紙分別以「靈芝抗癌有療效，初步試驗提實證」46、「靈芝確

能『強身』」47為標題報導實驗結果，人工栽培靈芝的療效獲得科學界的背書，

有了價值依據。48 

就物質生產的角度來看，人工栽培靈芝逐漸成為主流。商品流通加速轉變栽

培方式，因為野生採集收穫有限，人工栽培才能穩定生產。野生靈芝的生長速度

受天候影響，一年僅能收成兩次，生長期約三個月，分別於六到七月，以及八到

十月之間採收(蔡宗統、廖淑女 1982:53-54)。野生靈芝產量有限，無法因應巿場

需求。然而，人工栽培，亦需兩到四個月才能採收。巿場亦出現以靈芝菌絲體產

品，取代擁有完整菇體（子實體）的靈芝產品的趨勢，這種轉變「使靈芝的人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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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養走上了工業化之路」(蔡宗統，1982:91)，也就是量產的道路。49簡言之，靈

芝物質生產經歷兩次變革：1980 年代靈芝走向人工栽培；1990 年代靈芝走向菌

絲體培養，並引發不同時期對靈芝形態、成分與功效的爭議（關於 1990 年代的

發展，後續再作討論）。 

就論述生產的角度來看，相關文本也大量增加。檢視 1970 年到 1983 年間的

書目（附錄五），我們可以看到 1980 年前的圖書資料，為中國書目，探討靈芝的

藥用及栽培，但館藏地僅限於大學。501982 年卻開始有大量的日文翻譯書，關注

靈芝的療效（治百病、健康法、癌症治療、神奇妙用），這些書籍由民間的出版

社出版，並收錄於地區的公共圖書館。國內研究者也逐漸投入靈芝著作書寫，包

括學界的國科會研究論文（如白壽雄與曾聰徹）、學位論文（如張東柱與蔡阿輝）、

專書（蔡宗統與廖淑女編著的《靈芝之採集.栽培與利用》及《靈芝之臨床應用

與市場的現況》），以及《明通醫藥雜誌》長期連載日本靈芝研究成果並邀請學

者專家分享靈芝研究成果。這說明儘管靈芝受官方一般食品不能宣傳療效之限制，

但靈芝療效論述，反而透過「學術研究」之名大量生產。 

在此我們遭遇了靈芝特有的辯證關係，療效論述創造出靈芝的巿場價值，推

動靈芝的物質生產，促進巿場活絡，巿場活絡又啟發研究者好奇心，生產新一波

的療效論述。因此，關於靈芝的功效、用法，效果真實與否，成為靈芝產業的社

會技術網絡演化過程中，各方團體關注的議題。 

第五節、靈芝的新療效：大眾傳播、商業世界與回應管制的彈性修辭 

實驗室以及科普讀物的論述，改變人們談論靈芝的方式。靈芝的療效不再是

「輕身延年，不老神仙」的傳統想像，而是指涉具體物質：鍺與多醣體。51淺井

一彥說鍺能夠提高血液的含氧量，日本人以及董大成的科學研究認為多醣體能抗

腫瘤，強調的不再是身體感受，而是有效成份。這反映人們的藥物消費，在主觀

感知之外，漸漸開始依賴科學家提供的指標成分。 

當時的靈芝栽培者與科學研究者，也共享了鍺與多醣體作為靈芝有效成分的

說法。靈芝的人工栽培專家林天才表示 

靈芝主要成分是「鍺」(Germanium)與「高分子多醣體」(Poly-Saccharide)。

鍺(人蔘主要成份)可使人體血液中的氧旺盛，增進新陳代謝功能。高分

子多醣體(一般菇類均含此種成份)能增強人體免疫力。52 

中研院植物所研究員曾聰徹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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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靈芝成分後發現，其中含有百分之七十到八十的高分子多醣體。一

般認為，這是抗癌的重要成分。…國外研究指出，靈芝中的金屬鍺成分，

確實可以促進血液循環，而且靈芝含鍺成分高於人參。曾聰徹認為，這

可能可以解釋靈芝、人參能提神和造成面色紅潤的原因(粗體為我所加)。
53 

高分子多醣體使得靈芝與抗癌藥物連結；鍺被認為是人參等名貴藥物的重要成分，

而靈芝含量更高，被認為更有價值。靈芝因為上述功效與成分論述，引人注目。 

商人們利用鍺與多醣體作為行銷術語，銷售靈芝產品。從經濟日報 1982 年

至 1984 年的廠商廣告中，可以看到鳯凰正靈芝食品公司或陸揚企業，都以高分

子多醣體作為銷售說辭；而聖品靈芝則以鍺作為銷售說辭（見表 4「銷售說辭」

與「療效論述」欄）。 

然而，「銷售說辭」必須轉換成為消費者聽得懂的語言，我稱之為「療效論

述」，也就是對身體的影響。換句話說，科學家提供的指標成分，涉及專業用語，

回到巿場脈絡，仍需轉譯成消費者主觀感知上可理解的說辭。從表 4 的「銷售

說辭」與「療效論述」來看，光是提到鍺或者高分子多醣體，對於消費者來說，

宣傳效果有限，因此必須強調具有「促進新陳代謝，防止老化；降血壓，抑血栓」

功能，是「健康食品」；嘉品公司則指出「醫學界證實對高血壓、血栓、氣喘病、

腦中風、糖尿病、癌症、肝炎等症具有優異飲用效果」，把靈芝當藥物宣傳。靈

芝無論是當成健康食品，或者是當作藥物，面對消費者，都需要銷售者的翻譯。 

銷售商依賴各種科學通俗論述，甚至主動翻譯日本著作，成為知識生產者。

以表 4 良導絡公司為例，該公司董事長為賴逢甲，於南投設有農場，派專人採

集靈芝，加工販售。他節譯日本近畿大學教授有地滋的著作，編《奇哉靈芝》一

書，該書出到第四版，另著《仙草靈芝藥理的研究》一書，前者僅 35 面，後書

53 面，相較於一般 200 面的小書，這種頁數說明該文本僅為「小冊子」。賴逢甲

另譯有地滋的《正靈芝治百病》(189 面)、蓮見喜一郎的《征服癌症》(231 面)，

反映的是該公司相當依賴日本論述，作為輔銷工具（見本章附錄五）。54這個案

例反映商品流通與知識生產的一體兩面(Appadurai 1986； Baudrillard 2001)。 

這些業者面對消費者，發展出具詮釋彈性的修辭。依據面對病患或健康的人，

業者伺機以「藥品」或「健康食品」修辭推銷。隨著消費者回饋使用經驗，業者

再將這些經驗，搜集成「見證報導」，成為銷售商的輔銷資源，回過頭證成靈芝

作為藥品或健康食品的療效宣稱，確立靈芝作為藥品或健康食品的定義方式。55

因此，靈芝作為健康食品或藥品，透過業者的銷售活動的中介，成為自我實現的

預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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儘管藥品與健康食品看似對立，但同屬業者面對官方管制宣稱療效的回應方

式。業者的推銷說辭，游走於法律邊緣，業者的產品，就當時的法律來說，就是

違規宣稱療效的食品，並非政府所承認的藥品。然而，業者雖不合法，但卻仍能

於巿場上求得生存空間，反映業者有著一定消費者支撐，而科普書籍、中醫藥典

籍與見證則是鞏固支撐力量的磚瓦。一種藥品，兩種認識，西藥與中藥，國家法

制與社會意識，分立兩極，業者在兩極之間，操弄模糊曖昧，創生「健康食品」

的可能性空間。 

表 4 1982-1984 年靈芝業者經濟日報廣告整理 

廠

商 

森太實業有限

公司 

鳳凰正靈芝食

品有限公司 

嘉品生化企業

股份有限公司 

聖品靈芝 鑫山瓊實業公

司 

健康實業社 良導絡公司 

商

品

名 

天鹿牌靈芝 鳳凰正靈芝 嘉品靈芝 聖品靈芝系列

產品 

黑赤靈芝 濃縮靈芝液；

靈壽源 

奇來正靈芝食

品 

型

態 

「高品質靈

芝」 

靈芝精、靈芝

甘茶、靈芝

粉、靈芝片 

粉末易開罐 靈芝晶、靈芝

丸、靈芝口服

液、靈芝香片 

無 顆粒狀健康食

品 

補品顆粒 

生

產

方

式 

人工栽培 與日本東洋醫

學研究所技術

合作，靈芝人

工栽培法，以

太空包培植 

科學栽培（人

工控制所培

育出之精品） 

純天然植物提

煉；純正赤芝

為原料精製而

成 

花蓮特產，人

工培育 

原木培養的

純正高單位靈

芝濃縮精配合

人參、香菇等

對身體有益的

食物精煉而成 

山地登山好手

在各地奇岩峻

山採擷天然靈

芝，再施以科

學處理使成高

貴補品 

銷

售

說

辭 

含有鍺及高

分子多糖體 

內含高分子

多糖體  

臨床醫學報告

贈送 

引日本醫學博

士淺井一彥的

有機鍺的討

論 

榮獲日本厚生

省檢驗合格而

准予外銷日本

及東南亞各地 

不含著色劑和

防腐劑 

備有各種靈芝

資料供函索 

療

效

論

述 

可增強人體血

液吸收氧的能

力，並可促進

體內新陳代

謝，防止老化 

可增進人體血

液吸氧功能 

醫學界證實對

高血壓、血

栓、氣喘病、

腦中風、糖尿

病、癌症、肝

炎等症具有優

異飲用效果 

免疫輔助劑。

高單位有機鍺

（Germinium

），能使人體內

所需之氧旺

盛，促進新陳

代謝。健康食

品 

體力氧氣旺

盛，調和人體

平衡、降血

壓、抑制血栓

形成，有良好

治療效果 

健康食品 新鮮而富天然

養分 

出

處 

1982-08-02/經

濟日報/09 版 

1983-02-07/經

濟日報/10 版 

1984-01-03/經

濟日報/12 版 

1984-08-11/經

濟日報/10 版/ 

1984-08-26/經

濟日報/06 版/

產銷橋 

1984-09-03/經

濟日報/07 版/

第七版 

1984-11-03/經

濟日報/12 版/

第十二版 

資料來源： 1982 年至 1984 年的經濟日報，以「靈芝」為關鍵字整理而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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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巿場也有類似的發展，靈芝在原有的藥品／食品二分法當中，經由相關

團體的努力，取得「健康食品」的社會定位（但法律定位上仍是食品）。1984 年，

巿場上健康食品泛濫。3 月時，經濟廳企畫廳國民生活局消費者第一課實施了「有

關『健康食品』販賣等的綜合實態調查」。基於此份調查，厚生省於 5 月 21 日時，

基於「藥監 43 號」的藥事法規定，向各縣頒布「未經承認及許可醫藥品的指導

與徹底取締」文件，表明將取締巿面上的各種健康食品，也就是說，將巿面上宣

傳療效的食品視為「偽藥」取締。此舉引發健康食品業者抗議，也危及新興的靈

芝業者。靈芝業者因應危機，組成「全國靈芝聯合會」，與政府交涉。因應業界

反彈，厚生省重新評估健康食品，決定將健康食品認定為「食品」管理，食品首

重「安全性」。厚生省編列「健康食品安全性等級表」作為審察資料，檢討常用

漢方，但在資料中，靈芝卻被列為毒性較高的食品。面對官方的評價，靈芝業者

既引用中國古書《神農本草經》與《本草綱目》的資料，又引用了各種靈芝研究

資料，讓主管機關更加認識靈芝，之後終於提升靈芝的安全等級(王汝振編 

1991[1985])。 

科學家與業者透過修辭學的挪移，使「靈芝」游走於法規管制之外。科學家

有地滋認為應避免主張「靈芝對 XX 有效的」的表達方式，而應該定義靈芝為「未

病藥」，即治療患病但未發作時的藥（如改善高血壓、高血脂、血糖調節等等）(有

地滋、林一夫 1991[1985])。藥局經營者及健康食品研究會主持人久保源三認為，

相較於藥物的對症治療，食品帶來健康的效果是不能忽視的。他認為靈芝的「食

效」不容忽視，隨著漢方復興的潮流，科技將支撐起健康食品的信賴，使得大眾

能接受這些健康食品(久保源三、森昌夫 1991[1985])。在日本，業者回應官方的

管制，靈芝披上了「健康食品」的外衣，就法規角度來看，靈芝仍屬食品。56 

日本政府輔導業者建立產品規格標準，並且施行標籤制度，規範巿售健康食

品。1986 年，「由日本健康食品業者組織的『日本健康食品協會』，在厚生省的

指導下，對十八類產品訂定規格標準」，產品合於規格標準者，得蓋以認可標準

販售。57靈芝是其中一項，臺灣業者於 1992 年將相關內容翻譯成中文，希望有

助國內靈芝產品的規格化。在該書「靈芝加工食品的規格基準」一章中，提到不

論形狀，只要含有靈芝之加工食品或食品，皆為規格基準的管制範圍。接著定義

「靈芝」為 Ganoderma Lucidum (Fr.) Karst.)的子實體及菌絲體培養物。若產品中

靈芝成分在 50%以上，稱之為「靈芝加工食品」；若在 30%~50%，則稱為「含有

靈芝的食品」；就產品規格來說，規定外觀、性質、規格成分、農藥、重金屬、

一般細菌等含量；「製造及加工」及「標示、廣告基準」都有相關規範，並且提

出以酸性三氯甲烷測定靈芝萜類成份(terpenoid constituents)含量的試驗方法

(Hiroshi Kohda 1985; Yasuo Komoda 1985; 中華民國健康食品協會 

1992[19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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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臺灣，「健康食品」概念開創新的可能性空間，成為行動者推廣新思維的

說辭。新竹食品工業研究所用「健康食品」觀念，挑戰「傳統藥補」思維，以「減

少不良藥品對人體的傷害，同時藉以減少文明病」，將促進健康食品消費與提升

消費者保護意識並置。58該所提到日本健康食品店陳列的各種商品，傳統中藥（被

視為宮廷秘藥）僅是新式健康食品之一，更多的則是綠藻、香菇、蜂蜜、花粉、

五穀之類。59靈芝是日本人採用的「健康食品」，也是皇室的宮廷祕藥（見第二

節）。「健康食品」作為名目，左閃「藥事法」以西藥思維為主體的法規限制，右

打中藥思維為主體的「傳統藥補」，開啟了中草藥當代轉型的新興道路。 

從日本、中國與臺灣對待中醫藥的態度來看，日本民間復興漢方醫學的綿長

力量與產學界回應官方管制的彈性策略，促成日本及臺灣健康食品的發展（表 5）。

中國以中西醫結合的趨勢，產生結合現代藥理學的中藥新描述，但仍界定於「中

藥」框架中，其所連繫的文本，為廣義中藥文本，如《本草綱目》及各類方書。

但日本情況不同，漢方醫學很明確地與特定文本連結在一起，譬如漢代的《傷寒

卒病論》與《神農本草經》，由於官方否定漢醫，僅現代醫學訓練者能從醫執業，

但這些醫學菁英，卻主動擁抱漢方醫學，組織結社，使得漢方醫學在民間逢勃發

展。然而，官方的藥品管制態度，使得日本的漢方醫學發展趨於兩極，一為專業

主導的漢方醫師用藥，一為通俗醫療的漢方民間用藥，前者依據古典（如傷寒卒

病論），使用者為具專業身份的醫師；後者則是以綜合古典與現代的通俗醫療科

普為依據，發展出來的巿場，以單味特效藥為特色（譬如大蒜、花粉、靈芝、綠

藻等等），一般商人皆可行銷，但受限於官方的管制，故轉變成為「健康食品巿

場」；至於流傳普遍的「藥食同源」說，不妨視為一般商業行銷者及科學研究者

面對官方管制發展出來的靈活修辭手段(陳元朋 2005)。臺灣，官方繼受中國否

定中醫的態度，但科學界與民間則以個人方式，隱微探索中醫藥發展；隨著慢性

病時代的來臨，中藥與食補面臨來自「健康食品」巿場的競爭，中藥逐漸走向健

康食品化發展(安勤之 2008)。 

就商品行銷的靈活度來說，比起中藥或漢方身份，「健康食品」的身份，作

為新流通路徑，為靈芝打開了拓展空間，成為巿場流行商品。就學術研究來說，

有著古典傳承，散發「仙藥」魅力的靈芝，讓臺灣與日本學者為之著迷，陸續投

入研究，成為開發抗癌藥物的希望(郭明德、王文音 1982； 鄭惠華 1982； 李

旭生, 陳富都 et al. 1984； 鄭惠華, 董一致 et al. 1985； 鄭惠華, 董一致 et al. 

1985)。明通醫藥雜誌社持續編譯日本靈芝論述，在 1981 年至 1985 年五年之間，

就發表了 24 篇關於靈芝的栽培、本草學、藥效藥理、製劑法、臨床應用、防範

成人病或血液病等文章，並有兩期以靈芝作為封面。60臺灣民間掀起靈芝熱，科

學界興起探索靈芝謎題的風潮，為後來的國科會靈芝大型研究計劃舖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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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1970 年代到 1985 年間中國、日本與臺灣的中醫藥態度的概略比較 

 中國 日本 臺灣 

官方對中醫態度 中西醫結合；發展

出「現代中醫學」 

否定；由民間發展

出「漢方醫學」。 

否定；中醫成為四

散於藥房的「民間

醫學」。 

官方對中藥態度 祖國寶庫 先否定後承認 未予承認 

中醫結社情況 國家動員 

成立組織 

民間結社 

成立協會 

自學拜師 

民間的藥物狀況 中藥；秘方與進補 漢方藥 中藥；秘方與進補 

官方管制 承認中藥地位，生

產臨床與藥理論

述 

管制藥物發展，使

特定藥物轉變成

為「健康食品」 

管制藥物發展，受

美國日本影響，發

展出「健康食品」 

靈芝的定位 中藥 漢方→健康食品； 

漢方或健康食品 

中藥或健康食品 

資料來源：筆者整理自潘桂娟、樊正倫(1994)；安勤之(2008)；蔡景峰等(1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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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一：1970 年代到 1985 年間的靈芝大事紀 

時間 產業 政府 科學研究 技術 民間 療效宣稱 

1970s 
  

中國與日本陸續投

入靈芝的科學研究  

少數醫藥

專家靈芝

藥用經驗 

多醣體抗

癌 

1971 
  

[日本]靈芝多醣體

抑小鼠腫瘤研究    

1972 
   

[日本]直

井幸雄

發展出

木屑太

空包靈

芝人工

栽培法 

  

1973 
      

1974 
      

1975 
    

[日本]靈

芝從裝飾

用轉變成

食藥用 

[日本]淺

井一彥宣

稱靈芝含

有高量有

機鍺 

1976 
      

1977 

日本人來臺灣

採購靈芝；中

藥房開始採用

靈芝做為藥林

販售 

 

[日本]人工栽培靈

芝子實體多醣體抑

小鼠腫瘤 
   

1978 
      

1979 
  

[日本]有地滋投入

靈芝降血壓與血脂

的研究；劉耀輝與

林貴香指出靈芝草

中的多醣體和抗腫

瘤物質有密切的關

係 

[日本]靈

芝產量

逐年提

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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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 產業 政府 科學研究 技術 民間 療效宣稱 

1980 
   

靈芝可

以盆栽 

武俠小說

與民間題

材 
 

1981 
 

衛生署認

定靈芝是

食品而非

藥品 

 

臺灣人

逐漸摸

索出靈

芝人工

栽培技

術 

  

1982 

靈芝作為新興

商品與農產

品，靈芝「抗

癌」說，掀起

靈芝大旋風 

 

董大成團隊發表靈

芝是免疫輔助劑。

張東注發表國內第

一篇靈芝碩士論

文。曾聰徹指野生

靈芝不適合高血壓

及心臟病人。 

 

大量翻譯

日本科普

通俗著作 
 

1983 

靈芝外銷轉內

銷；靈芝詐欺

案頻傳 
 

董一致指出野生靈

芝使實驗動物發生

高血壓 
  

流傳野生

靈芝比人

工靈芝有

價值 

1984 

[日本]靈芝偽

藥爭議，成立

「全國靈芝聯

合會」交涉政

府。靈芝成為

健康食品。 

[日本]健康

食品「偽

藥」爭議，

後認定健

康食品為

「食品」 

李旭生指出人工栽

培靈芝菌絲體具抗

腫瘤活性 
 

新竹食品

工業研究

所推廣「健

康食品」取

代「藥補」 

人工培養

品像野生

靈芝一樣

管用 

1985 
  

董大成團隊小規模

人體實驗證實人工

培養靈芝萃取液能

增強人體免疫力 

   

小結 「健康食品」新範疇浮現 
學界漸漸投入靈芝

研究 

靈芝走

向人工

栽培及

大眾商

品 

科學通俗

論述輔助

產銷 

鍺與多醣

體是靈芝

的有效成

份 

資料來源：筆者整理自本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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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二：民間醫藥專家蔡吉雄、陳進東與廖五常的靈芝經驗 

嘉義的蔡吉雄醫師，過往以藥材買賣為業，經特考成為中醫師，他多方學習

靈芝知識：包括求教草藥專家或藥行師傅、探詢祖傳秘方、翻閱參考書籍、親自

試藥及搜集患者經驗。他以中藥性味理論，歸納靈芝用途。譬如說，他認為樹舌

靈芝味苦性平，搭配其他藥物合方，能治療腎臟病及水腫；至於當代人工栽培靈

芝，他與病患認為是吃心安的，沒什麼效果(黃耀文 2009:47-65)。61  

前宜蘭縣長陳進東醫師(1907-1988)，受西醫訓練，自行鑽研中醫典籍，並匯

集日文及英文的靈芝研究的學術文獻，發表於期刊(陳進東 1980)。學術研究使

他有信心使用靈芝(劉耀輝、林貴香 1979；曾金章 1981；陳進傳 2005)。他不

收原住民看病費用，原住民贈以靈芝報答。他沒有實驗室分析設備，故先將靈芝

餵食鴨子等動物，發現不僅沒死還長得更好，就以身試藥，覺得具效果，正式調

製成靈芝藥水用於治療，療效良好，聞風者眾。卸任縣長職後，他於報章推廣靈

芝治癌的自然療法(陳進傳 2005:21-22)。62陳進東也與日本人交流靈芝使用心得，

日本醫師名倉仟提到，陳進東僅使用天然靈芝，認為具有「靈氣」，是聚天地之

氣而成，非一般人工栽培靈芝可比，並且認為臨床上靈芝與其他菌類混用，最具

效果。陳進東提到不應該從西洋醫學的唯物論看待靈芝，名倉仟則加以發揮，認

為必須重新思考漢方醫學的「氣」在醫學的價值與意義(名倉仟 1991[1985])。 

廖五常，民國前一年出生，祖父為武舉人，父親是武秀才，日本時代家裡經

營「跌打損傷」藥舖營生。他好拳術，四處習武習醫，聽聞靈芝可治癌，加以收

集培養，與中藥配合使用。63晚年隱居萬華華西街，販售靈芝茶，「茶是用靈芝

跟其他中藥一同熬成，一杯賣新台幣十五元，加蜂蜜的二十元，喝下去香香甜甜

的，味道不差。據說很多人長期飲用他的靈芝茶，使得高血壓、筋骨硬化、氣血

不通、神經痛、肝火旺……等症狀，逐漸減輕，所以他的生意頗好」(木易 1980)。

或許因為他不是醫生，所以靈芝以茶飲形態面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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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三：日本漢方復興運動簡史 

臺灣靈芝產業的發展，間接受到中國以及直接受到日本影響。漢方復興運動

是日本靈芝科學化研究的背景因素，故在此對漢方復興運動進行說明(石原明 

1975； 翁武雄 1986； 潘桂娟、樊正倫 1994； 石原明 1994[1963]； 寺澤捷

年 1999)。64 

1868 年明治維新起，日本政府「滅漢興洋」，以考試制度消滅漢醫師徒制(潘

桂娟、樊正倫 1994: 200-202)。經五十年，漢醫幾乎消滅，然西醫出身的和田啟

十郎，於 1910 年自費出版《醫界之鐵椎》一書，闡明漢方醫學價值，批判迷信

西方醫學弊端，獲得媒體迴響(潘桂娟、樊正倫 1994: 293,297-298)。記者出身的

中山忠直，1926 年於《日本及日本人》雜誌上發表「漢方醫學復興論」，引發社

會關注。同年，東大教授朝比奈泰彥在第七次日本醫學會學術大會發表「和漢生

藥研究」演講，指出「有效成份」的研究方法有其極限，而應該以漢方醫學為依

據，從「複方」角度研究和漢藥，提出了生藥研究的新方法論(潘桂娟、樊正倫 1994: 

305,330)。昭和初期(西元 1926 年後)，學者「以傳統本草學及藥物學文獻研究為

基礎，開展和漢藥的實驗研究」，從單純研究藥物的主要成分，進一步深入研究

藥物的各種成分及綜合作用(潘桂娟、樊正倫 1994: 323)。65 

1927 年，「東洋醫道會」成立，在中山忠直的影響下，大塚敬節、龍野一雄、

小出壽等年輕西醫，投入漢醫事業，湯本求真自費出版《皇漢醫學》，被其他漢

醫視為啟廸後進的大作(潘桂娟、樊正倫 1994: 304-306)。66這些從西醫學校畢業，

而後自願跟隨漢方醫家，研究漢方醫學的年輕人，陸續組織各種漢醫團體67，強

化學術交流並且爭取漢醫合法地位(潘桂娟、樊正倫 1994: 310-315)。東洋醫道會

於創會第二年，向日本議會請願「設立國立皇漢醫學研究所」及「在東京大學開

設漢方醫學講座」。眾議院通過，但參議院否決，阻礙漢方醫學的制度化發展(潘

桂娟、樊正倫 1994: 311)。臺灣也受日本漢方復興運動影響，1928 年成立「東洋

醫道會台灣支部」(林佳潔 2003； 雷祥麟 2010)。68  

漢方醫學在日本學者近百年的奔走下，在 1970 年代末，獲得日本現代社會、

學術界、政府和民眾的支持。儘管政府長期不承認漢方醫學的合法性，但隨著日

本東洋醫學會長期奔走與發行《日本東洋醫學會志》四十餘年，透過報刊、雜誌、

電影、電視、廣播及專題演講會普及漢醫藥(潘桂娟、樊正倫 1994: 343)。1972

年 6 月，北里研究所附屬成立「東洋醫學綜合研究所」，由大塚敬節擔任所長，

象徵日本現代醫學研究的最高權威機構承認漢方醫藥，鼓舞各大學成立漢方醫學

研究機構，如富山醫科藥科大學和漢藥研究所、近畿大學東洋醫學研究所等等(潘

桂娟、樊正倫 1994: 358)。1976 年 9 月，厚生省將 43 個漢方製劑處方納入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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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險體制，隨後追加至 150 多個；1977 年，該學會獲得日本文部省的認可(潘桂

娟、樊正倫 1994: 333, 335)。由於政府允許在健康保險中採用漢方製劑，各式各

樣由醫師組成的漢方醫學研究會相繼成立(潘桂娟、樊正倫 1994: 338-339)，漢方

醫學登入學術研究殿堂。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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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四：臺灣的靈芝栽培者 

技術合作者在日本技師指導下，開始栽培靈芝。韓文彝提到「民國 70 年代

之初，日本『傑福』株式會社首先引入了靈芝栽培技術，這是中國人再從日本手

中拿回靈芝之始。幾名花蓮的青年集資合組『嘉福多』農林公司，在日本技師舍

森晴一的指導下，開始在花蓮縣卓溪鄉進行栽培。栽培的方法包括了段木栽培、

太空包、瓶栽法等。」(韓文彝 1988: 38-39)菌種與技術由日本人提供，臺灣人負

責管理，由於臺灣的氣候條件優良，相較於日本僅能一年一收，花蓮卻可一年採

收三到四次，人工靈芝的產能因此提高。70為了降低菌種進口費用，他們自行培

育菌種，成功降低成本，並視菌種培育技術為商業秘密，增添靈芝神秘色彩。71 

自行摸索者利用過往從事菇類產業（香菇、木耳、洋菇）的技術，尋找野生

菌種自行培養。屏東瑪家鄉的周火星將靈芝發展成景觀盆栽，因為靈芝易受環境

影響而不穩定生長(李錦環 1980)；台中巿林天才是研究洋菇與白木耳培養的退

休研究員，由於讀到中國及日本醫學界的靈芝療效報告，認為若不迎頭趕上，將

愧對祖先，因此投入研究。他委託原住民野外採集並帶回日本應用於臨床實驗的

菌種，將菌種分類編碼培養，並栽植於不同樹種，挑出特定品系，發展量產技術。

他進一步以身試藥，覺得精神、食慾、體力都改善，進一步他提供釐癌親戚服用，

後來病人康復，這項「奇蹟」，使他樂於分送靈芝，提供醫學界研究，並且在報

紙上公布連絡地址及連絡電話(秋實 1981)。72林天才僅銷售靈芝產品，不分售靈

芝菌種，因為他擔心「靈芝在醫藥效果未被完全肯定和普遍採用前，不宜大量推

廣栽培」，今日看起來則像是商業的保護手段，而他自己也以同時栽培香菇與靈

芝的方式，分散投資風險(阿郎 1983: 12)。 

當時，除了來自日本及臺灣本地的技術之外，也有留美學者米明琳來臺推廣

靈芝商品，可視為學院科學家的代表。米明琳在美國發展出靈芝人工栽培的培養

基材，能有效生產靈芝。73他希望台大農化系王西華教授能夠幫忙推廣培養基材，

但他開價太高（受訪者的說法是賣兩百萬台幣），當時農民很難接受。他離開臺

灣前，送了一罐靈芝孢子粉給王西華教授，後來就王教授的學生用這些孢子種出

靈芝。至於這些菌種當時是否流到巿面，目前已不可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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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7 靈芝人工栽培相關報導 

  

李錦環(1980)靈芝可以盆栽。聯

合報，8 月 29 日。 

秋實(1981)延年神仙草，自家家中栽。 

聯合報，2 月 1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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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五：1970 年到 1983 年間臺灣的靈芝書目 

書名 作者及譯者資訊 出版年 出版地點 版本別 館藏地 

中國書目 

靈芝 

北京醫學院 藥理

教研組 編；中國科

學院 北京植物研

究所 編 

1976 
北京 : 科學, 

1976[民 65] 
   

中國醫藥大

學；臺灣大學 

靈芝 

武漢醫學院第二附

屬醫院 內科中草

藥小組 編 

1976 

湖北省 : 人民出版

社出版 新華書店

發行, 1976[民 65] 

第 1 版 中國醫藥大學 

靈芝的栽培與

藥用 

靈芝的栽培與藥用

編寫組 
1976 

上海市 : 人民社, 

1976 
   

中國醫藥大

學；臺灣大學 

中國靈芝 
趙繼鼎、徐達旺、

張小青 
1981 

北京 : 科學出版

社, 1981[民 70] 
第 1 版 東海大學 

日本翻譯書目 

正靈芝治百病 
有地滋 原著；賴逢

甲 譯；吳富炰 譯 
1982 

南投縣埔里鎮 : 日

新  
初版 

國家圖書館；

靜宜大學；中

國醫藥大學；

高雄縣政府文

化局圖書館 

靈芝健康法 
齊藤嘉兵衛 著 ；

林阿晄 譯 
1982 

臺南市 : 開山出版 

農學公司, 農學社

經銷 

   

國立公共資訊

圖書館；國家

圖書館 

癌與古梅靈芝

治療法 
高陽堂 1982 臺南市 : 世一 初版 

國立公共資訊

圖書館；中國

醫藥大學 

靈芝的神妙效

用 
高陽堂 譯 1983 臺南市 : 王家    

圖家圖書館；

高雄縣政府文

化局圖書館；

國立公共資訊

圖書館；臺北

巿立圖書館 

正靈芝治癌法 
松本紘齊 著 ；廖

啟東 譯 
1983 

南投縣埔里鎮 : 日

新文化 
初版 

靜宜大學；國

家圖書館；中

國醫藥大學 

奇哉靈芝 
有地滋 著 ；賴逢

甲 譯 
1983 南投縣 : 日新 再版 靜宜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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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相關研究書目 

靈芝之採集.

栽培與利用 

蔡宗統 編著 ；廖

淑女 編著 
1982 

台中市 : 參雲, 民

71[1982] 
初版 

中國醫藥大

學；國家圖書

館；臺灣大學 

靈芝之臨床應

用與市場的現

況 

蔡宗統 編著 ；廖

淑女 編著 
1982 

臺北市 : 參雲, 民

71[ 1982] 
初版 國家圖書館 

國科會論文及學位論文 

靈芝中類似蛋

白成份之毒性

研究 

白壽雄 1978 
臺北市 : 國科會微

縮小組, 1978 
 國家圖書館 

靈芝菌

(Ganoderma 

Spp) 之初步

研究 

蔡阿輝 1981 
臺中市 : 撰者, 民

70 
 中興大學 

靈芝及木耳有

藥用價值天然

物之研究(一) 

利用 

曾聰徹 1982 
臺北市 : 國科會微

縮小組, 1982 
 國家圖書館 

台灣數種靈芝

生物學上之研

究  

張東柱 1983 民 72[1983]  臺灣大學 

資料來源：整理自臺灣書目整合查詢系統。關鍵字「靈芝」，條件「不限欄位」，限制時間 1970

至 1983 年間。以上僅列出被列為圖書的書目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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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六：董大成的雞母珠研究及其對業者的不滿 

董大成關注國民營養，注重飲食與健康，曾參與多氯聯苯中毒等重大爭議。

他領導的雞母珠研究發表於 Nature 雜誌，美國國家抗癌研究中心肯定他的成果，

成為第一位代表臺灣與美國正式展開中藥植物藥材抗癌研究的科學家

(JUNG-YAW LIN, KOU-YI TSERNG et al. 1970)。74新聞披露，十餘位罹患不同癌

症的患者向台大生化所尋求治療。董大成以研究還是實驗階段，不能拿生命開玩

笑，且法律所不許，拒絕患者，但是患者仍然川流不息造訪，引發困擾。75法學

與醫學相關人士，都認為應該修訂法律，保障研究者進行新藥試驗，否則若是新

藥試驗造成患者損害，研究可能遭處刑法傷害罪。76儘管如此，1973 年，董大成

與友人徐千田及學生林榮耀，三人還是就子宮頸癌進行人體臨床試驗，在取得病

人同意後，替已開過刀的末期婦科癌病人作實驗，並向衛生署請求核可雞母珠的

人體實驗。77他的作法引起批評，被迫中止，因於法不容，且違反學術倫理。78於

是董大成暫時擱置了雞母珠研究，投入研究其他各種物質的醫療效果，包括生大

蒜的抗癌作用79、紫藻的降膽固醇作用80，香菇與靈芝的抗癌研究。81有專家認為，

在國內醫學界，基礎醫學研究者既缺乏經濟支援，又沒有法律保障，往往使實驗

停止在動物試驗階段，若是衝破這兩層限制，董大成教授的抗癌成就將不止於此。
82 

董大成教授的名號，被業者拿來作廣告，引發董大成不滿。董大成說「身為

一位科學研究者，我們的任務是在發現別人尚未發現的真理。至於名與利，不過

是附屬品」。83董大成對媒體說明：台大醫學院生化所的工作，是以科學方法研

究民間抗癌中藥。生化所當時負責鑑定中藥成份工作的副教授許隆隆說，民間流

傳的抗癌中藥，部分患者服用覺得有效，但這些中藥缺乏成分分析、動物實驗以

及臨床試驗的資料，成為傳統醫學走向科學化的障礙。84 

然而，業者在意巿場利益，挪用科學家名號背書。1982 年 1 月，業者濫用

董大成名聲販售雞母珠的茶葉飲料，宣稱能退除肝火、降血壓、治療便秘、青春

痘和抗癌，引發董大成不滿，台大醫學院同仁質疑董大成與商人走得太近，董大

成表明從不願與商人扯上關係，為了回應這種情況，他寫信給衛生署要求取締，

結果業者僅拿掉「抗癌」兩字，董大成的名號照用不誤，學者的研究工作，被視

為宣傳工具，董大成認為「豈有此理」。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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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國科會靈芝大型研究計劃與真假靈芝爭議 

靈芝的療效，充滿爭議。不僅社會大眾對於靈芝的療效及用法感到困惑，靈

芝也使當時對於國內科技政策有重大影響力的國策顧問李國鼎感到困惑。受到學

者鼓吹、業界遊說、媒體宣傳、地理優勢以及國內菇菌產業轉型等因素影響，李

國鼎促成政府投入資源，靈芝成為國家大型科學研究計劃的課題。1 

靈芝的標準，難以建立。靈芝的產品標準未定：產業界不易取得天然靈芝，

而巿面流通的人工栽培數量不足以應付巿場需求，於是業者從中國進口靈芝，或

以它物混充產品，引發靈芝真假爭議。靈芝的分類標準未定：學者對於靈芝的療

效及毒性，立場歧異，分類鑑定成為課題。靈芝的藥食標準未定：靈芝進入醫療

院所銷售，醫療人員身兼直銷商，行銷不當引發健康食品業者與傳銷業者劃清界

限，明確區隔健康食品與藥品。靈芝的成份標準未定：面對靈芝產品真假爭議，

消基會介入靈芝成份調查，造成爭議；業界要求建立靈芝產品國家標準，但政府

機關始終未予建立。 

國科會大型研究計劃悄悄結案，靈芝研究成果避重就輕，國家標準未如預期

建立，「靈芝王國」美夢亦未實現。這些困境，促使靈芝業者於 1990 年代初期投

資科技研究，拓展巿場道路。 

楔子、國策顧問李國鼎的困惑 

1987 年 11 月 9 日，國策顧問李國鼎召開靈芝討論會，與會人員包括產、官、

學及媒體工作者。2李國鼎表示，希望發展靈芝產業，透過系統性的研究，像過

往發展洋菇產業一般。3他提到國內靈芝在農業方面，分工已十分細緻，而臺灣

相比於日本，擁有自然條件優勢。他說 

我們可以人工栽培原料，但我們絕不能以生產原料自滿，這並不是我們

的目標。希望下游的人，研究醫學的人，整體集中研究，使工作能做好。

在上游農業需要幫助的時候，請農業單位支援；中醫醫藥方面研究，國

科會林[榮耀]處長亦關心此事；再有若干私人方面亦有興趣，可以參與。

再者目前價格很高，影響巿場，也需要研究」(華視出版社編輯部 

1987:11-12)。 

換言之，李國鼎希望臺灣成為靈芝的醫藥研究的基地。他對於靈芝的療效感到困

惑。他提到靈芝是歷史有記載的重要滋補藥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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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究竟能治什麼病？有的研究說可幫助治癌，不知其功能已研究到什麼

程度？血管阻塞為常見疾病之一，可能有化解血栓之功，亦為好事。高

血壓、癌症均為十大疾病之一，如能針對朝此方向去研究，我們就可作

有系統的研究。」(ibid.:13) 

他也對靈芝的用法感到困惑。他表示 

對靈芝今日應選那一品種，其本身最好提煉的時間究竟在生長的那一階

段為最好？應在其上菌蓋（帽子）已經長好或尚未長好過程中提煉，均

需加以研究。各方共同研究問題，較單獨研究要好很多，這是我們初步

想法」(ibid.:13)。 

靈芝的用法是個問題，李國鼎以自身服用人蔘茶的經驗為例，醫生說他的體質不

能吃韓國蔘，但可吃西洋蔘，但他的中醫卻告訴他最好各半(ibid.:13)。這種困惑

經驗，使他認為應該釐清靈芝的功能與用途，並且利用臺灣得天獨厚的條件協助

產發展(ibid.:12)。 

李國鼎的困惑，也是當時一般人的困惑。4當時的國科會生物處處長林榮耀

說，為了促進中醫藥近代化，應該要提倡科學方法：「國內使用靈芝療病者多，

國際間已有若干研究。惟靈芝之種類繁多，不同種類各有其特殊的成分及用途，

那一種靈芝具有那些有效成分、療效如何，需要系統地研究」(劉惠娥 1988:840)。
5在這樣的提問下，臺灣政府投入以協助產業發展為目的靈芝大型研究計劃。 

11 月 29 日，國策顧問李國鼎協助舉辦「靈芝研究發展研討會」，由行政院

科技顧問小組召開，董大成教授主持，會議由王西華教授推動，時任台大農化系

教授以及中華民國真菌學會與中華民國微生物學會理事長，會議地點為台大農藝

館(許瑞祥 1999)。6 

圖 8 1987 年 11 月 29 日的靈芝研究發展研討會 

  

研討會摘要 研討會簽到簿 

資料來源：靈芝新聞網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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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場會議發展出中藥與靈芝的大型研究計劃，由國科會負責推動，並奠定靈

芝產業生存的基礎(許瑞祥 2010:92; 科學發展月刊 1987; 華視出版社編輯部 

1987; 劉惠娥 1988; 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 1990)。8國科會的大型計劃，動員

了許多學者，投入靈芝研究。1991 年，該計劃悄悄劃下句點。 

為何在 1980 年代末，靈芝成為國家投入發展的產業？為何李國鼎會召集學

者專家及業者，投入靈芝研究？關於靈芝的療效與用法的困惑，是否獲得解決？

為何該計劃後來悄悄劃下句點，不再繼續？筆者將此段歷史整理成附錄一，讀者

不妨參閱，瞭解歷史梗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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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節、靈芝產業化的推手──陽明大學李旭生教授 

1980 年代，靈芝成為大眾商品，引發科學家興趣。最活躍的科學研究單位，

為董大成教授領導的台北醫學院，以及榮總陽明團隊，包括學術導向的蕭明熙教

授與產業導向的李旭生教授。其他知名學者包括投入真菌分類學的台大教授王西

華與許瑞祥等人，以及投入鍺研究的師大姜宏哲教授。他們關注何種靈芝有效，

其醫療效果與機轉為何的議題。這些學者逐漸分化成學術本位與產學合作兩種類

型（附錄二）。 

董大成為學術本位型學者代表。他是用「藥物開發」的邏輯，看待「靈芝」

的代表。董大成希望將靈芝依照藥物實驗程序開發，他進行了許多實驗，並且認

為靈芝若要開發成藥物，必須釐清「劑量」、「服用方式」、「靈芝種類」等變項與

抗腫瘤效果的關係，以及治療的機轉（關於董大成的靈芝實驗，請參考附錄二）。

惟因臨床實驗環境尚未建構完善、資源不足以及自身釐患膀胱癌等因素，最後董

大成將開發出的「靈糠液」產品，無法走向臨床體系，只能透過坊間公司推銷。
9 

陽明大學生化所李旭生教授是產學合作型學者代表。李旭生於 1984 年發表

了與多人合著的論文〈靈芝菌絲體抗腫瘤有效成分之研究〉(李旭生等 1984)，

他於報章雜誌發表大量文章、編輯靈芝科普著作，推廣靈芝產業，將靈芝帶向群

眾。101987 年，李旭生教授頻頻於民生報，發表靈芝的療效功能。11但這些療效

的說法，未有公開的學術論文供查閱，而報紙撰人不具名，從學術的角度來看，

可信度值得存疑，但是這些報導反映了，科學家為靈芝商品背書的新興現象。 

自 1980 年代以來，李旭生學術表現有限，巿場為其發展重點。12李旭生擔

任益康公司的顧問，銷售由他研製的益康天然靈芝產品(李旭生等 1984)。13他製

造的靈芝粉末，既流通於對於實驗標準品有需求的學術界，也加工成為商品銷售。
141988 年，益康公司以李旭生的名號刊登廣告，銷售「益康天然靈芝」。15經濟

日報記者以「學術研究不是象牙塔」，來描述李旭生研究靈芝的歷程，他一手生

產益康公司的「天然靈芝」產品，並企圖打造臺灣成為「靈芝王國」，不論是學

術，或者巿場銷售，都希望能取得國際領先地位。16 

媒體成為李旭生鼓吹「靈芝王國」的管道。李旭生協助「華視新聞雜誌」製

播「靈芝專題」節目，提供圖片與研究資料，編校《科學的靈芝》(1987)一書，

是當時人們極為重視的靈芝著作。17同時，在當時僅有臺視、中視及華視三台為

主流有線電視的情況下，在 1987 年到 1988 年間，「華視新聞雜誌」陸續播出「靈

芝的療效」、「用靈芝抗愛滋」、「為靈芝訂國家標準」、「靈芝不是萬靈丹」，也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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映了靈芝在當時是媒體關注的焦點。18 

在國家投入發展靈芝產業上，李旭生也有一定影響力。他透過陽明傳統醫學

研究所崔玖教授及創校校長韓偉的引薦，向當時的行政院國策顧問李國鼎，報告

靈芝的抗腫瘤功效，並建言以靈芝取代式微的洋菇產業，發展台灣農業經濟，以

靈芝為生物科技發展的重點(吳亭瑤 2006:17)。然而，在後來的國科會大型研究

計畫的組織分工中，李旭生卻因業者背景被排除(科學家Ｂ)。 

董大成的科學研究與李旭生的巿場介入，既是藥物開發研究的兩種選擇，也

反映巿場趨勢：靈芝巿場越來越需要科學家教育消費者。當時學者仍顧忌產業對

學術形象的影響。在 1980 年代，科學家仍然顧忌與業界交往過密，因為社會觀

感會認為這些人破壞「學者」專業形象，背上「圖利業者」污名，因此，這種顧

忌維持學界與業界的距離。19 

學術本位的科學家從事靈芝的基礎研究，他們從「藥物角度」定位靈芝，重

視「學者」形象。他們的研究成果不同於當時業界的說法，強調靈芝療效的各種

限制條件，譬如董大成研究團隊反覆強調仍需臨床實驗才能證實靈芝療效；陽明

大學蕭明熙教授則是透過各種實驗設計，探索靈芝與心血管疾病的關係，並且認

為業者多過份誇大靈芝療效；至於台大農化系的許瑞祥博士，則是強調必須先釐

清靈芝種類，再來談療效；師大姜宏哲教授則是破除靈芝含高量鍺神話的科學

家。 

隨著後來的歷史發展，國家主動介入推動產學合作，希望以「健康食品」的

角度推廣靈芝產業。科學家因為不同緣由，與產業愈走愈近，譬如前述董大成希

望透過臨床實驗，將雞母珠及靈芝等物質開發成新藥未果，而推出「靈糠液」健

康食品；許瑞祥後來受邀擔任雙鶴企業成立的「微生物文教基金會」董事長與《健

康靈芝》總編輯，協助靈芝產業發展(吳亭瑤 2011)。大體來說，1990 年代後，

靈芝論述的主力人物，為產學合作型的學者，而靈芝在當時食品與藥品的管制法

規約束下，逐漸朝向「健康食品」的社會定位。 

第二節、靈芝產業擴張與真假靈芝爭議 

1980 年以來，多層次傳銷成為商業交易的新組織方式，健康食品成為新興

商品，傳銷與健康食品於 1986 年後緊密結合(林訓民 1986; 余德培 1993)。20健

康食品經由直銷商的推廣，以游擊戰的方式突破政府法規對療效宣傳的限制，因

為當時「食品衛生管理法」規定食品不得宣傳療效。傳銷商以自身見證領導下線，

成為「巿場領袖」，使「健康食品」在臺灣日益普及。21當時流行的健康食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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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高蛋白、麥綠素、棗精、蜂王乳、大豆磷脂質、魚油、綠藻、藍藻等等經精

煉的產品，這些產品的價值無法透過包裝表明，礙於法規限制，業者採取面對面

推銷的方式，說明使用方式與功效。22國內公司如統一企業的關係企業「統健公

司」以及中國信託投資的「松柏公司」，皆投入銷售高價位的健康食品；部份業

者則從國外進口健康食品「原料」，於國內加工經「直銷商」轉售。23業者在「健

康食品」之名掩護下，連增加性能力也以健康食品名義出售，當時民眾及立法委

員認為健康食品過度氾濫，必須加以管制。24 

1987 年，新竹食品工業發展研究所進行「健康食品巿場調查」，指出健康食

品療效誇大不實，價格昂貴的現況，引起官員與專家的關注。25衛生主管機關以

不實廣告取締，司法單位則以偽造文書、詐欺罪處罰違法食品。但是對於如何定

位這類食品，不同立場的行動者莫衷一是：「衛生署食品衛生處長劉廷英把它們

稱為『色情食品』26，營養學家邱清華叫它們為『怪異食品』，但業者認為仍應叫

『健康食品』」。27從消費者角度來看，或許價格離譜；但從銷售者角度來看，則

意味著商機。 

靈芝在 1987 年成為直銷業的新寵兒。28靈芝作為本地健康食品，與美日洋貨

抗衡，因為當時的健康食品多為美國、日本進口商品。1978 年的「台家事件」

使傳銷業背上「老鼠會」之名，而 1986 年的「直銷風暴」造成傳銷業者的人事

大幅流動，這些流動的傳銷業者，搜尋能帶來高利潤的新興商品（相關事件請見

附錄四）。靈芝繼鑽石商品之後，成為傳銷商青睬的新興高利潤商品。29 

當時較為知名的靈芝企業，是 1986 年由菇農林天財創立的林園事業。林天

財與雙鶴傳銷公司合作，後合作破局，庫存壓力迫使林天財尋找國策顧問李國鼎

與國策顧問蔣彥士的協助，間接促成國科會的靈芝大型研究計劃（關於雙鶴與林

園的關係，請參考附錄四）。由於國策顧問加持與及媒體的宣傳（附錄四），使得

林天財的鹿角靈芝成為巿面上炙手可熱的商品，也掀起靈芝「真假之爭」。 

靈芝的「真假之爭」聚焦於「靈芝形態」與「靈芝療效」關係。當時林天財

銷售的靈芝，是鹿角靈芝（見圖 9）。30林天財認為靈芝入藥的部份，是靈芝茸，

也就是靈芝的枝頭呈白色的靈芝，他說 

正像以鹿角為藥，只取幼角鹿『茸』一樣。鹿的幼角會因年久而角質化；

靈芝發茸後，也會逐漸老去而革質化。角質化後的鹿茸與革質化後的靈

芝，其成分不易溶解吸收，藥效自然就差了(秋實 1981)。 

林天財的說法，既與天然野生靈芝劃出界線（因在野外多年角質化），也與一般

成長完全、子實體展開的人工栽培靈芝劃出界線。他將這些長條形狀的靈芝，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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鹿茸連結，迎合消費者對於中藥「食補」的想像，推廣靈芝幼嫩才有價值的觀念。 

科學家批評林天財的說法。時為台大農化系講師的許瑞祥指出「『鹿角靈芝』

為靈芝生長期因光線照射不足所造成的形狀變異，卻被[業者]渲染為療效更為

『神奇』的靈芝」，批評業者欺騙消費者。31 

產業界也批評「鹿角靈芝」的說法，抱怨劣幣驅逐良幣。靈芝業者表示有完

整朵狀子實體的靈芝才是真正有療效的靈芝，鹿角靈芝是品質低劣的靈芝。亞達

靈芝公司董事長王張業說： 

由於目前生產規模小，推廣靈芝完全以直銷的方式經營，希望藉由「見

證」的方式，擴大市場，但是部分短視業者，誇大靈芝的神奇功效，使

靈芝大眾化的步伐受阻。他表示，靈芝的治療功效，見諸於中外醫藥專

家的實驗證明，惟少數業者將專家的文章斷章取義，並迎合國人相信鹿

茸的心理，以低劣品質但形似鹿茸的「鹿角靈芝」混充推銷，已損及此

業的聲譽。為避免靈芝推廣，被不實的直銷宣傳損傷，靈芝直銷業者不

惜聯合有公信力的學者專家，一同辨別「真假靈芝」。32 

圖 9 赤芝與鹿角靈芝比較圖 

  

常見的赤芝33 鹿角靈芝34 

即便如此，國家並未介入規範巿場，業者指出「行情混亂」，或者說「行情」

幾乎不存在。商品價值隨著業者認知而有差異，山產店業者評價靈芝行情的依據

是「數量多寡」、以及「味道越苦，成分越高」作為定價依據。前述提到的「鹿

角芝」，「日月潭業者每台斤賣 2400 元，水里賣 500 元；旗山業者認為那是未長

成朵狀的靈芝柄，不值一錢」；至於常見的「赤芝」，「水里每台斤賣 1100 元，草

嶺 1600 元，大武 300 元，甲仙 300 元，旗山 320 元」；而罕見的「樟芝」，「大武

每台斤乾貨賣 8000 元，甲仙 8000 元，旗山 6000 元，水里 4000 到 5000 元」。35

靈芝種類複雜，依顏色、寄生樹種、生產方式，各有不同，報社記者指出靈芝「行

情很亂，[請消費者]選購小心」。36靈芝的價值與價格，因地而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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靈芝的劃界工作從 1980 年初「野生／人工」的產地之爭，轉變成為「朵狀

／鹿角狀」的形態之爭；科學家成為業者仰賴的劃界助力(Gieryn 1983; Star and 

Grisemer 1989; Star 2010)，學者掛保證成為常出現的廣告形式。以 1988 年經濟

日報的靈芝廣告為例（表 6），業者透過強調成分天然、製程科學化與國家掛保

證（經濟部標準檢驗局檢驗合格的商品）的宣傳方式，取信消費者。業者希望國

家介入，建立商品標準，不論學界（如李旭生教授）或者業界（如林天財總裁），

都試著遊說重要政治人物（如國策顧問李國鼎），促使國家介入靈芝產業。 

表 6 1988 年尋求專家結盟的靈芝業者 

廠商 商品名稱 結盟學者 銷售說辭 資料來源 

皇尚興

業公司 

皇尚御用

「神仙靈

芝」健康食

品禮盒 

由嘉義農專賴敏男博

士篩選出的優良靈芝

品種濃縮研製而成 

通過經濟部商品檢驗局檢驗合

格，可清血、解毒、養身、保

健。百分之百之純靈芝提煉而

成，無添加劑，有國家 TLC 掃

描特優報告。 

1988-09-11/經

濟日報/09 版/專

輯；1988-10-02/

經濟日報/08 版/

專輯 

中芝實

業股份

有限公

司 

「中國靈

芝」 

由中國醫藥學院蔡宗

統教授研培鑑製，採用

天然高山赤靈芝，經紫

外線殺菌乾燥處理製

成 

採用天然高山赤靈芝，有「特

A 級純天然靈芝生片」、「高單

位純天然靈芝濃縮膠囊」、「高

單位純天然靈芝即溶顆粒」等

系列產品。 

1988-10-02/經

濟日報/08 版/專

輯 

益康企

業股份

有限公

司 

益康「天然

靈芝」；益

康科學靈

芝 

該公司專屬獨家顧

問，國立陽明醫學院生

化研究所副教授李旭

生表示，益康公司產製

的「天然靈芝」是以科

學的方法製成。 

[提到靈芝產品的作法]。強調

靈芝「天然」，採萃取濃縮方式

提煉，純度高。可迅速被人體

吸收。 

1988-11-04/經

濟日報/22 版/工

商服務；

1989-12-01/經

濟日報/20 版/工

商活動 

南昌產

業股份

有限公

司 

御園靈芝

純精膠囊 

該產品經由南昌公司

藥學專家葉子進等人

研究製成，符合食品衛

生標準 

採用天然靈芝為原料，以冷凍

脫水法提煉製成，經過精密過

濾工程製成，功效提高二十倍 

1988-12-05/經

濟日報/22 版/專

業 

長鶴實

業公司 

「長鶴靈

芝」 

由專業中醫師所精選

的靈芝 

品質、信譽均佳，並有完整的

售後健康服務，及中醫師專線

服務解答諮詢，目前在全省西

藥房都可指明購買得到。 

1988-11-07/經

濟日報/20 版/專

業 

資料來源：筆者整理自聯合知識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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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媒體八點檔的靈芝草人與國科會靈芝大型計劃的社會基礎 

學界與業界介入靈芝，只能說是「科學事實」或者「商業事實」，存在於特

定團體的世界。靈芝需要透過大眾傳播媒體中介，才會成為臺灣社會的「社會事

實」。董大成 1982 年發展靈芝抗癌研究，李旭生在 1987 年陸續發表多項靈芝研

究，這些研究的報導，可能鼓舞某些為癌所苦之人，但對於一般人來說，卻可能

僅是驚鴻一瞥。然而，八點檔連續劇的推廣，卻讓靈芝成為臺灣人的集體記憶。

我認為，八點檔連續劇是靈芝得以大眾化，成為人人朗朗上口的保健食品的社會

基礎。 

「靈芝」最有名的媒體形象，就是「靈芝草人」。1987 年 7 月，中視八點檔

「靈山神劍」收視率突破百分之四十，劇中「靈芝草人」被認為具有治病功效，

角色流行一時，舉國無人不知。37收視率之高，中視還舉辦一萬個「靈芝草人」

玩偶的抽獎活動（見圖 10）。38該劇在當時傳出雇用童星違反勞基法的爭議，使

得飾演「靈芝草人」的童星之戲份恐被刪除。然消息一出，引發觀眾施壓，「靈

芝草人」最後仍現身結局。39如果說科學家認識靈芝，是從董大成的抗癌研究開

始；那麼，說一般民眾認識靈芝的方式，以八點檔連續劇「唉呀呀」的靈芝草人

為始，並不為過。 

靈芝成為話題，媒體向「產學合作型」學者取經，製作專題報導。1987 年

「華視新聞雜誌」向陽明大學李旭生教授取材，報導引起廣泛重視(李旭生等 

1984; 華視出版社編輯部 1987; 吳亭瑤 2006)。1987 年 11 月 4 日，華視新聞雜

誌播出「神奇的靈芝」節目，訪問當時知名的專家學者，研究靈芝數十年，中國

醫藥學院藥學碩士畢業的蔡宗統先生指出喝靈芝能改善高血壓，但亂吃山裡的真

菌類（誤以為是靈芝）可能會發生很多問題，品種需要科學儀器鑑定；李旭生指

出靈芝可強心，含有「有機鍺」；董大成指出靈芝的多醣類能抗癌。節目提到靈

芝能抗癌，過去沒有實驗事實證明，但今天「多醣體、有機鍺，解開了上品中藥

靈芝成為百病仙丹的答案」(華視出版社編輯部 1987:20)。靈芝在學者專家的背

書下，改頭換面成為「摩登的健康食品」，有各種款式及包裝。該節目指出臺灣

「得天獨厚的自然環境，可以使台灣成為世界的靈芝王國，與韓國的人參、日本

的香蕈鼎足而立，揚名四海。除了國民保健之外，還具有高度的經濟效益」(華

視出版社編輯部 1987:23)。 

靈芝的神秘性，引發社會關注。節目報導靈芝不可隨意服用：李旭生指出服

用靈芝可能升高血壓；一位女同學服用靈芝一個月，經痛改善，但甲狀腺卻腫起

來，報導指出「沒有人指點她該如何服用靈芝，更別提用量的多寡了」。該節目

對於靈芝功效無具體結論，留下靈芝之謎：「靈芝到底是藥還是健康食品？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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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食用時面臨了那些困擾？西醫界對靈芝採取什麼樣的態度？研究人員在研究

的時候，期待政府給予那些協助？對國科會未來的靈芝栽種計劃，專家們又有什

麼建議？」(華視出版社編輯部 1987:16-25)這些謎題反映臺灣社會對靈芝的問題

意識。學者疑惑、靈芝業者競爭、媒體輿論、民間困惑，使得靈芝逐漸成為國家

關注的重要議題。這些機緣促成李國鼎投入「對身體有益、對國民有益、對生產

有益」的靈芝研究，投入靈芝國科會大型研究計劃（農藝專家Ａ）。40 

圖 10 靈山神箭 

 

靈山神箭劇照 

 

靈芝草人 

 

靈芝草人玩偶正面 

 

靈芝草人玩偶背面 

資料來源：google 圖片搜尋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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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李國鼎召開「靈芝研究發展研討會」 

1987 年，李國鼎促成國科會投入靈芝研究大型計劃。國科會決議分成五個

研究小組，投入靈芝研究：(1)分類與檢定小組；(2)栽培及育種小組；(3)加工小

組；(4)成分分析；生化及藥理小組；(5)臨床評估小組（成員及計劃名稱見表 7）。 

表 7 靈芝大型研究計劃組織及分工表 

一、分類小組 

主持人 單位 計劃名稱 

陳瑞青教授 

彭金騰研究員 

徐鴻皋副教授 

華傑研究員 

臺大植物系 

省農試所植病系 

中興大學植病系 

食品所菌種保存中心 

靈芝之分類研究 

臺灣天然靈芝之採集鑑定與圖鑑編印 

靈芝類之真菌掃瞄式顯微鏡微細構造觀察 

靈芝菌種之培養與長期保存 

二、栽培及育種小組 

主持人 單位 計劃名稱 

杜金池所長 

王振瀾研究員 

簡秋源教授 

韓又新教授 

王西華教授 

蘇慶華教授 

省農試所 

省林試所 

師大生物所 

中興大學植病系 

臺大農化系 

北醫中藥研究中心 

靈芝之培養基與培養技術改進研究 

段木栽培靈芝子實體之研究 

靈芝加鍺培養之研究 

靈芝液體培養 

靈芝屬菌株浸漬醱酵時生長時期與生物活

性質生成關係之研究 

靈芝屬子實體中不同三萜類及固醇類生理

活性物質譜之研究 

三、靈芝之加工研究小組 

主持人 單位 計劃內容 

（按：未列出） 榮民製藥廠 有效成分之抽取、品質管制及劑型設計，

負責提煉及加工製造靈芝，供成分分析、

生化及藥理小組及臨床評估小組之用。 

四、靈芝之成分分析、生化及藥理作用之研究小組 

白壽雄教授統

壽 

國防醫學院 毒理研究、有效成分生物活性研究、抗癌

作用選汰及各種可能的藥理作用，預定於

民國 77 年 8 月起陸續開始執行 

五、靈芝之臨床評估研究小組 

董大成教授統

壽 

臺北醫學院 靈芝對人體免疫增強作用、抗腫瘤及手術

輔助療效之研究、過敏性疾病、更年期障

礙、B 型肝炎的療效等研究。本小組研究

與評估工作需待前述各小組之研究獲得初

步結果後，始能開始執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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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筆者整理自劉惠娥，1988，科學發展月刊，頁 840-843 

國家為奠定靈芝產業發展基礎，委託專家學者編印靈芝科學研究文獻。1989

年，農業科學資料服中心編印《靈芝(GANODERMA)文獻集》，由行政院科技顧問

組補助出版(農業科學資料服務中心 1989)。該文獻集收錄 1970 年至 1988 年間

世界各國出版之所有靈芝文獻，亦收錄部份 1970 年前的文獻。這些文獻包括研

究報告、會議論文、期刊論文，書籍和淺說、通俗讀物和一般性期刊上的文章。

該書由概論(25 筆)、生態與生理(31 筆)、形態與分類(66 筆)、遺傳與育種(12 筆)、

繁殖與栽培(34 筆)、成分與生化(190 筆)、臨床與藥理(239 筆)、為害植物(107 筆)

以及其他(8 筆)等九大部分構成，收錄了中、日、韓及西文（英文）相關書目與

摘要，並編列作者索引，共計 136 頁。 

圖 11 靈芝文獻集及臨床與藥理部分翦影 

  

資料來源：農業科學資料服務中心(1989)；翦影部份取自頁 62。 

台大農化系許瑞祥教授指出國科會主導推動靈芝大型研究計劃後，學術界幾

乎都被動員起來，投入靈芝研究。他說 

舉凡與靈芝相關的分類、生態、生理、遺傳等基礎領域，或是活性成分

的分離、萃取、純化、鑑定與藥理分析模式的建立，使得台灣靈芝的研

究團隊儼然成形。台灣的靈芝研究成果自1990年起現身於國際舞台中，

無論從基因水平探討靈芝物種的起源、新化合物的分離鑑定與活性功能

評估等，皆有卓越的成果，也使台灣成為靈芝研究的重鎮(200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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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瑞祥視 1980 年代為臺灣靈芝研究的奠基階段，該期間靈芝研究的補助有限，

大多以研究者的興趣及意願主動進行，研究成果包括對於靈芝的物種定義、成

分分析與藥理功效等，國科會靈芝大型研究計劃突破了學者單打獨打的情況，

使得靈芝走向系統性的研究。正當學界如火如荼投入靈芝的科學研究時，同時

期在民間，靈芝巿場行情混亂，商品品質與療效引發爭議。業者要求政府介入，

回應巿場危機，建立靈芝的規格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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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節、靈芝安全與健康食品爭議──為產品建立國家標準與醫院裡

的直銷商 

1987 年，靈芝「真假」問題浮上檯面，「毒性」或「藥性」尚待研究。產官

學界關注為靈芝訂定國家標準的議題。前臺大農學院教授、時任行政院科技顧問

組的陸之琳說靈芝可能有毒性，因為臺大曾有教授因過食靈芝致死；臺北醫學院

教授董大成教授則說靈芝無毒性。學者們共識認為，不論靈芝有毒或有效，都不

宜過量食用，以免傷身。42各種形式標榜健康食品的靈芝處處可見，任憑業者買

賣，缺乏標準，經濟部中央標準局為此召開會議。431988 年 3 月 3 日，中醫、西

醫及農業等學者專家以及業者在會議中，討論靈芝做為健康食品與制定國家標準

的可行性。 

行動者就風險管控的不同面向，對中央標準局提出建議。業者「建議政府應

先界定『靈芝的定義』，建立品種鑑定標準及栽培標準方式，評估對環境影響及

建立品管制度」；中醫藥委員會代表指出要關注靈芝「服用劑量」並關注意種類

（野生與培養）的區別；台大教授陳瑞青說，訂國家標準應考慮「適用人體效力

及加工製造的規定」，否則製造過程中，摻雜其他雜菌，其毒素可能危害消費者；

董大成說衛生署根本無力鑑定靈芝，因其成份複雜，國家標準應及早頒訂，確立

靈芝的藥用或食品的地位，否則對消費者將產生危害。44 

會議中的不同行動者對於制定靈芝國家標準的時機有不同考量。行政院科技

顧問組陸之琳委員認為國內缺乏對菌種及成份的研究，不妨等個兩三年，參考國

外研究成果後再制定；但業者及食品衛生處卻認為應及早制定，消除大眾疑慮，

並且淘汰不良產品。最後，經濟部中央標準局決定將「靈芝」納入國家標準的範

圍，「初期以安全標準為優先制定對象，待進一步研究成果得知後，再隨時將國

家標準予以增修，以確保消費大眾的安全，並維持巿場的穩定。」45然而，實務

上所謂的安全標準，就是以食品管理，產品不得宣稱療效。46若宣稱療效，則地

方主管機關將科以罰金；若靈芝中含有其他中藥材，則列為藥品管理，業者不得

擅自調製，違者以製售偽藥論處兩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47 

然而，儘管官方意圖以法律管制靈芝的資訊流通，但是靈芝的資訊仍舊散佈

於媒體及醫療空間散佈。48媒體宣傳醫學院對靈芝抗癌研究的成果。1988 年 4 月

10 日，榮民總醫院舉辦生物醫學聯合學術年會，民生報以「靈芝確實可增加免

疫力，可望做為癌症輔助治療」報導陽明、北醫及成大的研究成果，指出靈芝不

論子實體或菌絲體，都具有增強免疫力的功能；但靈芝劑量過高時，反而會抑制

免疫力。49當時的華視新聞雜誌，也曾經報導過曾任職榮民總醫院的潘念宗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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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美國治癒一名愛滋病患的例子(華視出版社編輯部 1987:33-37)。50靈芝成為患

了這些在當時為不治之症的救命仙草，台北醫學院藥學系教授顏焜熒罹癌後服用

靈芝，部份愛滋病帶原者也服用「靈芝」補身，而且一般家裡若有癌症病人，也

會成為推銷員積極推銷的對象。51用靈芝抗癌在當時幾乎是「流行」時尚。52即

使這些報導的證據力量有限，但對某些患者來說，這些論述使他們對靈芝有盼

望。 

直銷商滲透醫療場所販售靈芝等健康食品，引發爭議。「仙妮蕾德」死亡事

件揭露了醫療場所裡的醫護人士，身兼直銷商販賣健康食品（靈芝和蘆薈等）的

現象。53榮總、和平或中興醫院，都有銷售健康食品的直銷網絡。「多位榮民總

醫院的醫療人員和病人家屬指出，上自部分科主任、醫師，下至工友，藉工作與

身分之便，都在推銷靈芝」、「這已經是半公開的秘密了」、「榮總有太多人在做直

銷」。54病人家屬相信靈芝的療效，因為有醫師推薦，一名病患家人就花了三千

九百元買半個月的份量給中風的病人服用。55台北醫學院楊玲玲教授指出「目前

各大醫院的癌症病患，確實經常面對醫院黃牛直銷各種抗癌藥物的困擾。尤其是

靈芝，毒性強，又沒有科學的證明」，她呼籲病患不要病急亂投醫，以免延誤生

命。56  

直銷業者進入醫療體系銷售健康食品引發爭議，健康食品業者採取了與直銷

業者切割的態度，挽救商品形象。1988 年 9 月，健康食品業者仿效日本發展經

驗，成立「中華民國健康食品協會」，並且表示將訂定「健康食品的檢驗辦法，

經該協會檢驗、評鑑合格者，將頒發『優良』標誌給該廠商」，作法仿效農委會

推行的「優良食品標誌」運動（可參考第二章第五節關於日本「健康食品規格基

準」的討論）。57 

中華民國直銷聯誼會表示不敢苟同「健康食品協會」的做法，認為缺乏衛生

主管機關會同檢驗，檢驗結果不具公信力。58這段歷史，說明國內直銷業者與健

康食品業者各有不同的發展邏輯，雖然兩者於 1980 年代合流，卻於 1988 年分道

揚鑣，形成不同的陣營。直銷聯誼會為區隔老鼠會而成立59；健康食品協會，則

是健康食品業者為區別直銷業者成立，可以理解成試圖撤底擺脫「傳銷＝老鼠會」

污名的手段。其次，民間團體開始自我組織，試圖推動認證標準，也反映出健康

食品逐漸從藥品與食品獨立出來的時代發展趨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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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節、靈芝有效成份及價格爭議──消費者文教基金會調查巿售靈

芝產品 

隨著靈芝需求增加，野生靈芝產量（產量逐年減少三至五噸）及人工栽培靈

芝產量，跟不上消費速度，因此業者透過中國進口靈芝，甚至摻假圖利。60銷售

商透過廣西、福建、雲貴等與臺灣相同緯度的地區進口靈芝。61惡質商人將膠囊

摻雜成熟木屑、混用低價品（廉價的野生蟲蛀靈芝、猴板凳、樹舌）混充高價的

人工栽培靈芝，甚至摻西藥種種花招百出。62學者或靈芝專家替自家靈芝產品掛

保證增加公信力，例如李旭生與益康天然靈芝、蔡宗統與中芝實業公司。63靈芝

真假難辨，造成消費者不敢消費，或者敢買不敢吃的疑慮，甚至寄膠囊向消基會

求援鑑定。64 

靈芝「真假」成為問題，鑑定靈芝種類成為迫切工作。台大農化系博士許瑞

祥為了鑑定巿場品的真偽，投入靈芝分類鑑定研究，釐清靈芝同物異名或異物同

名的混用情形。過往子實體鑑定難以區分這些物種，混用造成巿場混亂，也造成

科學實驗難以再現的困擾。他運用多種新技術（API-ZYM 酵素分析系統、單一雙

核菌株的交配反應，以及後來發展出的 DNA 的分子技術鑑定），指出赤芝

(Ganoderma lucidum)種內有混用情形，實際上起碼存在 Ganoderma lucidum 與

Ganoderma tsugae 兩大類屬(許瑞祥、王西華 1986; 許瑞祥、王西華 1987; 許瑞

祥等 1988; 許瑞祥 1989; 許瑞祥等 1989; 許瑞祥 1995)。65他也出版了《靈芝

的奧秘：靈芝的分類、栽培與臨床療效》、《靈芝概論》等科普讀物，後書於 2010

年再版，被某些靈芝業者視為說服消費者、參與巿場競爭的輔銷手冊(許瑞祥 

1988; 1993; 2010)。 

其他學者透過不同取徑，發展快速鑑定靈芝種類的技術。由於化學分析技術

的進展，使得靈芝當中種類繁多的三萜類(triterpenoids)及固醇類(steroids)成分陸

續被發現(葉小帆等 1987; 董一致、蘇慶華 1988; 蕭明熙 1988)。台北醫學院蘇

慶華教授等人認為利用薄色層掃描儀(TLC-scanner)觀察「三萜類」的分佈模式，

相較於利用子實體或孢子分析，可以更快速精確地區辨靈芝種類(蘇慶華等 

1988)。多種真菌都含有抗腫瘤多醣體（如香菇、茯苓、雷丸、冬蟲夏草、猴座

等等），但三萜類則是靈芝所特有的成份，加上分析的困難度較低，而且不同靈

芝「具有不同且特有的含量模式，因此可以做為分類、品種、生長期間管理、加

工及品管上判斷之根據之一，如能配合多糖體之分析，則或可建立靈芝健康食品

之檢驗標準。」(董一致、蘇慶華 1988) 

從 Appadurai(2008)的路徑與偏移的比喻來看，上述學者試圖使混亂偏移的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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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流動，走向穩定路徑。靈芝作為「時尚」，有著不斷擴張的商業交易軌跡：從

天然採集到人工栽培，從國內自產到國外進口，從整朵靈芝發展到膠囊產品，從

清血功能，發展到能治百病，但卻又可能致人於死。靈芝的潛在風險，引發政府

介入的必要性，科學家也投入區辨靈芝的研究。社會團體（如業者與消費者保護

團體）分別挪用部份科學研究成果干預巿場，既引發爭議，也創造新的論述，使

靈芝流通路徑逐漸常規化，趨於穩定。消基會的靈芝產品成份調查，既突顯巿場

亂象，引發信心危機，卻也進一步推動了產業界與科學界的結盟。 

1989 年，消基會展開了靈芝成分（含西藥）測試。消基會針對巿售靈芝粉

及靈芝膠囊，分析(1)是否為靈芝研製而成或濃縮而成、(2)是否添加西藥成份、(3)

鍺含量。66採樣範圍為台北巿各藥局、中藥材行和直銷商，收樣十六種，分析粉

末、膠囊、顆粒及軟膠囊四種型態（排除飲料劑型）。67為了瞭解其內容物為何，

消基會採納學者建議，選定三萜類作為篩選巿面靈芝產品成分組成及含量的標準。
68消基會的研究假設為：若產品為靈芝子實體直接磨粉而成，則三萜類含量與組

成應不會改變；若為濃縮製品，則三萜類含量應較生靈芝高，若較低，則表示摻

入其他添加物如澱粉、乳糖等物質。消基會發表研究結果，指出 

十六種樣品中有十種標示為濃縮品，實際只有(1)號『統健』天然靈芝

為二倍濃縮，其他均非濃縮品，甚至大多數靈芝成分還不及生靈芝，但

廠商所訂售價如此之高，可謂一本萬利，著實不該」以及「皆未添加西

藥」、「除(16)號嵩山新鍺的鍺含量高達 1500ppm，為添加過量，其餘均

不及 10ppm」(檢驗委員會 1989:36) 

該研究報告引起媒體重視，各報分別以「檢驗靈芝製劑大多成分不足」、「巿售靈

芝不要太高估了」、「巿售靈芝多有摻雜物」、「靈芝粉末膠囊？裝的澱粉乳糖！」、

「與其服用粉末 不如買生靈芝」大幅報導。69 

這項研究引發爭議。首先，白鶴食品公司透過中華民國健康食品協會發難，

指出白鶴靈芝為草本藥用植物，並非真菌，用三萜類作測量是張冠李戴。70將白

鶴靈芝草當成靈芝，透露出消基會的專業知識不足。靈芝業者透過中華民國消費

者協會討公道，消協會指出消基會未告知業者檢驗的人員、設備、方法，僅公佈

結果，將使業者無法心服。消基會回應靈芝產品售價如此高，而業者魚目混珠，

實不應該，資訊應公開給消費者。71  

面對消基會調查報告的衝擊，中華民國健康食品協會召開公聽會，催生靈芝

國家標準，希望能夠實現兩年前欲制定的國家標準。72該協會表示「靈芝的有效

成分多而複雜，消費者文教基金會日前檢查十六種靈芝食品，僅以『三萜類』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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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為標準，並不能據以認定產品有無效」。73其次，呼籲政府協助業者建立產銷

及檢驗標準，打造臺灣成為真正的「靈芝王國」。74 

時任台大農化系講師的許瑞祥，投書經濟日報指出：靈芝首先被國際承認的

有效成份為高分子多醣體，但由於檢驗技術困難，因此消基會捨棄檢驗此成份，

轉以三萜類為主，而臺灣的野生靈芝不見得都含有三萜類，或含量較低，以此檢

驗業者產品並不公允。業者如若使用液體培養，三萜類本來就少，這是靈芝相關

人士常識；如萃取方式為熱水，則三萜不易釋出。種種事實說明，用三萜類作靈

芝成分的檢驗基礎有失完備。消基會希望事情單純化，卻犯了『以偏概全』的錯

誤。消基會的錯誤，將會瓦解臺灣靈芝的形象，毀壞臺灣成為靈芝王國的機會，

不只損害菇農，也影響到將「靈芝」視為支柱的病患。而對學者來說，許瑞祥自

陳 

為什麼我敢去面對像消基會這樣一個龐大的機構，而且去跟他們「抗爭」？

因為這是一個使命感，如果每一個人都退縮，台灣的靈芝王國就會毀在

這個時候，靈芝的形象一旦被毀壞了，要重建是很困難。目前，我們應

該對歷史負責，並不是顏面問題。75 

許瑞祥不只是投書報紙，更透過訴訟手段制衡消基會。他控告消基會抄襲他的著

作《靈芝的奧秘》(1987)，引用於《消費者報導》101 期卻未加說明。《消費者報

導》雜誌發行人李伸一提到他曾與許瑞祥談判多次，但「許瑞祥提出須購買兩萬

本他的著作及『放靈芝業者一馬』的條件，消基會一來財力無法負擔，二來不能

棄守原則，未予同意。」76兩週後，許瑞祥同意和解，消基會指出「雙方也曾多

次溝通，但因中間傳話不清楚，該會以為許瑞祥要求購買兩萬本著作及其他附帶

條件，如今雙方再經溝通，誤會已經澄清。」77消基會發函向許瑞祥道歉（見圖 

12）。然而，消基會的報導動盪了靈芝巿場，促使業者關注靈芝國家標準的建構

（本節），並留心科學研究與產業發展的關係（見第四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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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2 消基會向許瑞祥致歉文書 

 

資料來源：許瑞祥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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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節、國科會靈芝大型研究計劃劃下句點 

建立國家標準被認為是靈芝巿場危機的化解之道，然而，1988 年允諾協助

建構標準、促進產業發展的靈芝大型研究計劃，卻於 1991 年悄悄地劃下句點。

台大農化系教授許瑞祥認為，當時計劃劃下句點，是因為主導人台大教授林榮耀

（時任國科會生物處處長）去職(吳亭瑤 2011)。但這樣的說法，強調了「人亡

政息」的政治面向，但卻沒有辦法解釋為何是「悄悄地」劃下句點。風光一時的

國家型計劃，最後「悄悄」落幕，此歷史過程有賴於技術與社會面向的解釋。 

國科會將當時的靈芝研究成果，與中藥研究成果合併編印於「整合型研究計

劃成果簡介叢書(4)：中藥及靈芝研究」一書中(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 1990)。78 

圖 13 整合型研究計劃成果簡介叢書(4)：中藥及靈芝研究及其翦影 

  

資料來源：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1990)；翦影部份取自頁 62。 

該書共計 20 頁，靈芝的部份共佔 6 頁半，內容包括靈芝療效研究(分類與檢

定、分子分類學、成分分析、生物活性)6 頁以及 1989 年補助靈芝研究之專題計

劃名稱半頁。79編寫者指出研究結果說明「靈芝具保肝及免疫調節作用」，但細

看內容，僅能說明「透過幾種指標，我們可以推論靈芝萃取液對實驗小白鼠，具

有保肝及免疫增強作用」(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 1990:12, 16-17)。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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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成果報告書中，參與「靈芝療效之研究」的研究人員，比起 1988 年的

組織分工表，少了多人。分類小組人員皆完成計劃；栽培及育種小組六人中，僅

韓又新、王西華、蘇慶華結案。值得注意的是那些沒有列出來的項目，包括由榮

民製藥廠負責的「靈芝加工研究小組」，負責「有效成分之抽取、品質管制及劑

型設計，負責提煉及加工製造靈芝」；白壽雄教授統籌的「靈芝之成分分析、生

化及藥理作用」之研究小組，負責「毒理研究、有效成分生物活性研究、抗癌作

用選汰及各種可能的藥理作用」；董大成教授統籌的「臨床評估研究小組」，負責

「靈芝對人體免疫增強作用、抗腫瘤及手術輔助療效之研究、過敏性疾病、更年

期障礙、B 型肝炎的療效等研究」。 

該成果報告與先前的研究計劃有極大差異。該計劃多了一項吳午龍教授的

「大量生產靈芝製劑之研究」，其背景為國防醫學院藥學系，就標題來看，應該

歸類於「靈芝加工研究」，而非由同單位白壽雄教授統籌的「成分分析、生化及

藥理作用」。該成果隻字未提「臨床評估研究」，董大成教授在 1988 年的組織分

工有事先提到「小組研究與評估工作需待前述各小組之研究獲得初步結果後，始

能開始執行」，因此，就結果論，董大成教授未出現在成果報告，意味著前述小

組研究未果。白壽雄教授也未出現在研究報告，不知是何原因；但研究成果中確

實包含了「靈芝之成分分析研究」以及「生物活性研究」，但研究不著撰人。原

先提到的靈芝「毒理研究」也闕如，國家型計劃成果報告忽略未載。 

表 8 78 年度國科會補助計畫：靈芝療效之研究 

主持人 單位 專題計畫名稱 

陳瑞青 台灣大學植物學系 靈芝科之分子分類學研究 

彭金騰 省農試所植病系 臺灣天然靈芝之採集鑑定與圖鑑編印計劃 

徐鴻皋 中興大學植病系 靈芝真菌微細構造在分類上應用之基礎研究 

華傑 食品工業發展研究所 靈芝菌種之培養與長期保存 

蘇慶華 台北醫學院中藥研究中心 靈芝三萜類模式及多醣體含量分析之研究 

王西華 台灣大學農業化學系 
靈芝及靈芝菌絲浸漬培養時液體培養基成分探討及

不同生長階段與有效物質生產關係 

韓又新 中興大學植物病理學 靈芝液體培養之研究 

資料來源：(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 1990) 

關於毒理研究的部份，筆者查到一筆罕見的靈芝副作用論文。當時由行政院

科技顧問組委托及支持，與農試所、國防醫學院及農業科學資料服務中心合作的

「靈芝的臨床實驗」(圖 14)一文，刊載於 1989 年 10 月號「明通醫藥」雜誌，由

經營中西醫藥的明通藥廠出版。作者為中國醫藥學院中藥研究所，亦為明通製藥

廠副總經理張光雄，成員背景為中國醫藥學院成員。81該文從文獻學考察了靈芝

基源、名稱、毒性、採收季節、服法與服量，以及方劑與配伍。作者指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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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今靈芝的基礎、臨床研究以及作為健康食品的銷量，均盛極一時，與

傳統醫家罕用的史實，大相矛盾，這是歷史觀構成急切探討靈芝用途的

使命所在(1988:11)。 

研究主旨為「靈芝是否適宜作為健康食品」，進行「臨床病人與正常人服用靈芝」

的先期實驗(ibid.)。實驗以健康食品巿場通用的「紫芝」為研究材料，使用巿售

進口品、栽培紫芝及自然紫芝為原料，濃縮加工製成顆粒狀製劑。先利用小鼠進

行毒性試驗，觀察致死劑量，以此推估安全劑量範圍。接著「任意取樣 28 例病

人及正常人」，進行實驗。結果 28 例中，僅 4 例無副作用反應，基於醫倫理及醫

院經營上雙重壓力，被迫中止實驗(1988:15)。82 

作者指出「本研究由於服後發生副作用，而被迫中止，僅二週而已；病例數

亦不多，故雖無法統計，惟經已構成開發靈芝為健康食品之顧慮」(1988:14)。儘

管組織培養、濃縮製劑及毒性試驗皆顯示為有利開發，然而多數人於服用後產生

異常不良反應，因此研究者認為將靈芝開發成「健康食品」是有疑慮的。針對這

種情況，研究者建議 

進一步從事巿售靈芝成品的品質分析與巿場消長的調查統計，以期於臨

床的側面，將可獲得靈芝口服劑的大量統計，以期於臨床的側面，將可

獲得靈芝口服劑的大量統計數據，資為是否開發靈芝為健康食品的佐證」

(1988:15)。 

這個研究是基於產業目的而投入的，實驗室得不到委託者期望的結果，反而證明

靈芝的副作用，造成極為尷尬的場面。研究者提出從「分析巿售靈芝品質」與調

查統計「巿場消長」兩個行動方案。國科會科技顧問組後來無動作，後來倒是消

費者文教基金會投入分析巿售靈芝品質的工作（見第六節），而業者則提出他們

對巿場樂觀成長的觀察，官方的統計調查目前仍闕如（見註 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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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4 中國醫藥學院於 1988 年 10 月發表的「靈芝之臨床實驗」 

 

資料來源：張光雄(1988) 

當時未參與該計劃的 C 教授，認為國科會大型計劃悄悄結束，是因為當時技

術條件與人員能力不足，只好默默結束。他說 

因為，認為他可以作的人，事實上是不能作啦。事實上就這樣而已啦。

第一，為什麼？他們不是自己從太空包椴木養靈芝這樣子開始；第二點，

他們對於鑑定裡面、靈芝裡面的結構，事實上是不行的；第三點，那時

候沒有材料，你很難作出在細胞或動物層次有什麼好的表現。…在靈芝

的研究作的比較好的幾個人，事實上當時是沒有在裡頭的(科學家 C)。83 

第一點指的是靈芝素材的栽培培養能力，第二點則是化學分析能力，第三點

則是生化實驗的素材難以取得，第四點則是研究成員組成。參與該計劃的科學家

也提到當時的困境，他負責提供各組實驗材料，然而由於水質不佳，造成純化過

的材料因污染而有毒性，材料出問題，無法繼續實驗（受訪科學家 D-1）。 

局外的科學家提到技術與社會面向的解釋。他指出，該計畫是為促進靈芝產

業發展發起，但是實驗結果並不理想，最後為了不要打擊靈芝產業，尤其是某些

科學家也具有業者身份，所以最後「報喜不報憂」，悄悄地落幕了（受訪科學家

A）。從剪報資料來看，台北醫學院生藥學研究所教授楊玲玲曾提到 

行政院國科會曾有意從事靈芝的大型研究計畫，卻因為部分教授以靈芝

療效難以確認而作罷。楊玲玲透露，他們曾以 50％的酒精萃取靈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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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注入有腹水癌的老鼠體內，意外發現老鼠的腫瘤越長越大，據此印證

靈芝並非抗癌藥物。84 

筆者向楊玲玲教授查證，她提到那是預試驗，後來沒有繼續進行，也沒有發表。

毋論如何，1991 年靈芝研究大型計劃隨新任生物處長謝貴雄的上任，正式告終。 

從上述的討論來看，上述學者有種學術倫理，這種學術倫理叫作「不要引發

消費者恐慌」(雷祥麟 2002:126)。85除了前述許瑞祥教授為靈芝產業請命，上述

教授提到的「不要打擊靈芝產業」，受訪科學家 D 也提到鮮少有學者會主動破除

醫療謠言，因為第一個，拿不到研究經費，第二個，專業領域不同，也沒有相關

的分析設備。學界不見得會直接批評業者觀念不正確（如認為靈芝含有高量的鍺），

但是會慢慢教育業者要用「正確的宣傳辭令」。86從歷史發展過程來看，重視消

費者聲音的民間組織（如消基會）才會直接批評業者，但他們也依賴科學家的專

業知識。科學成為兩面刃，既能傷害產業，也能發展產業；因此，成立科學知識

生產的機構，收編科學家，產製有利論述，就成為業者接下來的發展策略（第四

章）。 

陽明醫學院微生物免疫研究所副教授（時任衛生署藥政處藥物審議委員會委

員）吳榮燦認為，當時將靈芝視為「健康食品」發展，是不恰當的產業發展方向。

他以日本人從「藥物」的角度開發靈芝為例，說明日本人從 1970 年代從靈芝當

中發現多醣體，到 1980 年代末從靈芝純化出小分子蛋白質，經老鼠活體實驗發

現具過敏反應抑制功效，1991 年釣出該基因，使得人工量產得以可能：只要有

足夠生物活性證明其在臨床上有效，他們即可大規模生產與製作 LZ-8 產品。吳

榮燦說「可以預見的是，LZ-8將來上巿時一定是以微毫克為單位發售，而我們

目前百家齊放競爭培養的靈芝，卻是秤斤論價，兩者的計價單位超過四億倍以上」

(吳榮燦 1992:28)。透過高科技，將靈芝開發成藥物，能夠提高商品的價值，而

成本極低、污染性也低，國內有充裕的科技人材，又有中藥作為產業發展基礎，

因此，吳榮燦主張，應該以「藥物工業的發展，作為我國二十一世紀的立國工業」

(吳榮燦 1992:30)。儘管有著這樣的願景，但是吳也指出資本額低，規模小，臺

灣難以發展藥物工業，因此「引進日本製藥科技」，學習「美國靈活的小型生物

科技投資公司的資金聚集方式及專利轉移管道，是我們發展藥物工業的必經途

徑」，企業應與學界合作，展開對中藥的開發，讓製藥工業在國內生根(ibid..)。 

吳榮燦所指的藥物，乃是經過臨床實驗，流通於醫療院所，經由醫師處方的

藥品。然而，吳也提到專家學者投入靈芝研究，報告未出爐，「各種靈芝具有神

奇療效的廣告已充斥報章雜誌及廣播節目中，喚醒民眾對傳統中藥的使用」(吳

榮燦 1992:27)。這反映靈芝的藥物化方式，並非「藥品」，而是具「神奇療效」

的「另類藥品」，巿面則稱為「健康食品」，業者則包裝為「救命仙丹」行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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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結：國科會大型研究計劃與靈芝的療效、品質與價格爭議 

本章以國科會靈芝大型計劃為考察對象，指出國家號召學界協助產業發展，

最後卻黯然落幕的歷史發展。靈芝的療效論述（鍺與多醣體）雖然為日本舶來品，

但是隨著國內科學家投入，積極透過媒體宣傳靈芝療效，讓靈芝產品有了在地科

學界的背書。靈芝的療效論述，透過傳銷商作為中介，使得靈芝成為醫療場域、

健康食品巿場、傳銷網絡、行政機關、學院實驗室、消費者團體與大眾媒體共同

面對的邊界對象。 

1980 年代晚期，學術研究者開始為產業站台。產業力量擴張，官學都受產

業影響，站在「協助產業發展」的立場上，報喜不報憂，「避免引起消費者恐慌」

的心態，保留了靈芝發展成為健康食品的可能空間。 

靈芝療效論述的指標也發生轉變，科學術語與實驗室實作影響日深。早期「野

生／人工」的栽培方式之爭，經過「朵狀／鹿角狀」的形態之爭，到「鍺／多醣

體／三萜類」作為產品檢驗的標準成分之爭，反映靈芝療效論述，逐漸從「延年

不老」的仙家術語，轉變為「抑癌多醣體」的科學術語。實驗室科學對靈芝巿場

影響增加，靈芝巿場亦需要「科學形象」（不論是科學家與科普書籍）的背書。 

靈芝的療效、品質與價格，是當時的爭議焦點。圍繞「品質與療效」爭議的

主要行動者，為醫療專業（中醫師）、科學家與廠商，爭論靈芝種類（野生／天

然）、藥用部位（子實體或菌絲體）、靈芝形態（朵狀與鹿角）、適應病症（治百

病／效果有限）。 

圍繞「品質與價格」爭議的行動者，則主要以消費者保護團體以及廠商為主。

消基會認為靈芝膠囊成份不實，價格過高，主張去中藥房買切片靈芝，比較實惠；

但是由靈芝業者佔多數的消費者協會，則主張藥房靈芝可能品質不良、有安全風

險，萃取程度不足，或者已無營養成份。 

圍繞「價格」與「療效」爭議的行動者，是由傳銷團體、消基會與衛生署為

主：傳銷團體，渲染商品療效，提高商品價位；消基會與衛生署認為前述說辭誇

大不實，藥品與食品之間應有明確界線，最後衛生署仍將靈芝視為食品管理。 

1980 年代，靈芝尚未成為「常識」，品質、療效及價格處於「爭議」階段。

因此，一般大眾對「靈芝」感到好奇與懷疑，可說是當時集體意識的樣貌。如何

確定靈芝有無療效，成為學者必須回應的問題；另一方面，如何袪除大眾疑慮，

徵召大眾成為靈芝的消費者，則是業者面對的課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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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一：1986 年至 1991 年間靈芝大事紀 

 
產業 政府 科學研究 技術 民間 爭議 

1986 
健康食品與直銷

結合  

董大成研究指出「服

用靈芝萃取液能夠增

加免疫力」 

工業技術研

究院化工研

究所研製有

機鍺抗癌藥 

健康食品氾

濫，民間認為

政府應介入管

理 

療效誇

大不實 

1987 

直銷業看上靈

芝；雙鶴集團成

立；靈芝王國說法

出現 

李國鼎召開靈芝

會議，推動產業

發展。開放大陸

探親 

科學家逐漸分化成不

同類型（學術本位與

產學合作） 
 

中視八點檔靈

芝草人；華視

靈芝專題報導 

靈芝形

態與療

效之爭 

1988 

大陸靈芝大量進

口；靈芝行情亂；

直銷業者與健康

食品業者分道揚

鑣 

經濟部中央標

準局討論靈芝

做為健康食品

與制定國家標

準的可行性 

產業贊助科學研究。

國科會靈芝大型研究

計劃；北醫證實靈芝

皮下注射可消老鼠腫

瘤；榮總的癌症輔助

治療研究 

科學家發展

靈芝鑑定技

術 

直銷商滲透醫

療院所 

靈芝標

準為何 

1989 

面對消基會事

件，積極推動建立

國家標準 

「維護消費者權

益催生靈芝國家

標準」公聽會；

林試所研究靈芝

企業化栽培的可

能性 

省農試所研究靈芝栽

培技術與成分。靈芝

實驗副作用反應，使

研究者認為靈芝開發

為健康食品有疑慮。 

  

消基會

靈芝成

分測試

爭議 

1990 
許瑞祥揚言控告

消基會盜用文章      

1991 

雙鶴公司贊助成

立中華民國微生

物文教基金會 
 

靈芝大型研究計劃結

案    

資料來源：整理自本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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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二：科學家的類型 

本研究將科學家分成三類，學術本位的科學家及產學合作的科學家，另外難

以歸入上述二類者，歸類於其他類別（表 9）。 

 在這個時期，可歸為學術本位的科學家，包括北醫體系的董大成、鄭惠華、

董一致、劉柯俊、黃雪芳、蘇慶華等人，以及被視為中藥科學化的重要推手顏焜

熒（探討靈芝與肝障礙之關係）(黃雪芳等 1989; 劉柯俊等 1989; 蘇慶華、顏焜

熒 1989; 范佐勳 2001; 余依婷、鄭惠文 2012)。陽明榮總體系的學者，則有長

期投入靈芝三萜類研究的榮總研究員蕭明熙（也是臺灣靈芝三萜類研究發表於國

際期刊之第一人）、陽明大學葉小帆(蕭明熙等 1986; 林麗娟、蕭明熙 1987; 葉

小帆等 1987; 蕭明熙 1988; 葉小帆 1989)。台大體系以王西華教授與許瑞祥教

授所作的真菌分類學研究為主(許瑞祥、王西華 1986; 許瑞祥、王西華 1987; 許

瑞祥等 1988; 許瑞祥 1989; 許瑞祥等 1989)；師大則以姜宏哲及其學生簡秋源作

的鍺研究為主(姜宏哲 1982; 姜宏哲等 1987; 姜宏哲 1989; 姜宏哲等 1989; 簡

秋源、姜宏哲 1990)。 

而就產學合作的科學家來說，除了前述提及的陽明大學李旭生教授以外，還

包括曾任國立中國醫藥研究所所長的劉國柱(1979-1988)，為雙鶴公司之《雙鶴》

與《健康靈芝》雜誌撰寫靈芝問答之科普文章，後匯集成《靈芝廣角鏡》三冊(劉

國柱 1989)。清華大學輻射生物研究所郝道猛負責澧萊公司的鹿角靈芝抗癌研究，

由該公司贊助廿萬元，後實驗顯示鹿角靈芝能恢復經輻射照射的小白鼠之白血球

數目(郝道猛等 1988)。87長期投入靈芝研究撰寫專書，於 1988 年任職於中國醫藥

學院醫學系生理學科的蔡宗統，既成立「如意坊靈芝集散中心」，後於 1980 年末

監製中芝實業股份有限公司的「中國靈芝」，並且協助編輯《靈芝與健康》第三

冊(蔡宗統、廖淑女 1982a; 蔡宗統、廖淑女 1982b; 蔡宗統 1993[1989])。 88 

最後，則是其他類別的學者，包括中醫師與森林學者。嘉義的靈芝專家蔡吉

雄中醫師，他使用靈芝的目的，不是為了科學研究，也不是為了買賣，而是為了

治病。另外，當時並不直接與靈芝療效相關的科學家，譬如強調靈芝危害林業的

學者，我們也歸在這一類，譬如提及靈芝對森林危害的植病研究者，譬如國防醫

學院生物化學系白壽雄教授，又如臺大森林系的郭寶章教授等人(白壽雄 1988; 

郭寶章等 1988; 郭寶章、游雲霞 1989; 范玉玲等 19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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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9 1990 年前後科學家與產業之間的關係 

學術本位的科學家 產業合作的科學家 其他 

台北醫學院生化學科(董大成、鄭

惠華、董一致) 

台北醫學院醫學系微生物免疫

學科(蘇慶華) 

陽明大學生化所(蕭明熙、葉小帆

等人) 

台灣大學農藝系（王西華、許瑞

祥等） 

師大化學系（姜宏哲等） 

陽明大學生化所／益康公司

（李旭生） 

國立中國醫藥研究所／雙鶴

公司（劉國柱） 

清大輻射生物研究所／澧萊

公司（郝道猛） 

中國醫藥學院醫學系／如意

坊靈芝集散中心；中芝實業公

司（蔡宗統） 

台灣大學森林

系（郭寶章） 

台灣大學植病

系（謝煥儒） 

國防醫學院生

物化學科（白

壽雄） 

蔡吉雄中醫師 

 

資料來源：整理自聯合知識庫、臺灣書目整合查詢系統、臺灣期刊論文索引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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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三：董大成與李旭生的靈芝相關研究歷程 

董大成 

台北醫學院董大成教授認為，科學實驗必須釐清「劑量」、「服用方式」、「靈

芝種類」等變項與抗腫瘤效果的關係。就劑量與使用方式來說，1982 年，董大

成依據小白鼠實驗結果，認為靈芝口服無效，必須要皮下注射才有效。89但是 1985

年末，董大成的研究團隊推翻這個說法，指出若劑量增加，則靈芝液透過小老鼠

口服，亦能抑制小老鼠腫瘤，並於實驗報告中指出儘管口服方式比起皮下注射的

吸收率較差，但較為簡便，「且服食高劑量之靈芝熱水萃取液並無副作用產生，

因此每日服食適量靈芝熱水萃取液可保持健康，增加免疫力，防止或減少腫瘤及

疾病產生」(鄭惠華、董一致與董大成 1985)。 

董大成研究團隊也進行了小規模的人體試驗，探索靈芝種類、療效與治療機

轉。該研究團隊提到 

為慎重起見，在實驗進行前，吾人曾事先每天飲用以 40 公克乾燥靈芝

ganoderma lucidum 子實體萃取之濃縮液，連續 20 天，結果除了飲用時，

靈芝不討人喜歡之瞬間苦味外，並無自覺性之不良副作用產生 (鄭惠華、

董一致與董大成 1985:148)。 

實驗者使用春林實業有限公司提供的人工栽培靈芝 ganoderma ludcidum，並以

800 克的乾燥子實體，以 10 公升沸水萃取 8 小時，濃縮成 4.4 公升溶液，讓十名

健康志願者（台北醫學院 73 年度保健營養學系 1 年級學生）每天服食 220ml，

連續 18 天，別於服食後 1 星期、2 星期、3 星期抽血，計算人體末梢血液內 T

細胞亞群分佈百分率變化情形。實驗者依據觀察結果，推測靈芝「促使體內末梢

血液中之 NK細胞數目增加，因而加強對腫瘤細胞之溶解作用，產生抗腫瘤效果」

(鄭惠華、董一致與董大成 1985:148)。90該文提到 

目前，尚未將靈芝應用於癌症之臨床治療，但由此實驗結果顯示，平日

服食靈芝可使體內之 NK細胞增加，對腫瘤有預防及抵制之效果。一旦

發現腫瘤再服食靈芝，可能為時已晚(鄭惠華、董一致與董大成 

1985:152)。 

這項研究成果，董大成研究團隊於 1986 年 3 月 2 日於中華民國癌症醫學會學術

大會提出報告，記者於 3 月 4 日以〈靈芝抗癌有療效，初步試驗提實證：促增殺

傷細胞加強免疫，北醫研究發現令人鼓舞〉為標題，於聯合報 3 版報導此事。91

服用靈芝萃取液能夠增加免疫力，成為當時媒體呈現的科學事實。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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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旭生 

後續學者受董大成教授的靈芝研究影響，投入靈芝研究。其中最重要的人物

是陽明大學的李旭生教授，他是將科學研究、媒體傳播及國家資源接合的中介者，

後來甚至成立公司，銷售自家靈芝產品。931982 年，李旭生聽聞媒體報導董大成

靈芝抗癌的新聞，初步接觸靈芝；1983 年夏，他在香港大學發展中草藥萃取的

標準技術，並且利用學校現有的動物模式，檢驗萃取物的藥理活性，他開始研究

靈芝萃取液是否能改善白老鼠腸胃道潰瘍與心血管疾病。從香港大學進修回臺後，

李旭生受到當時臺灣靈芝熱潮影響，以及過往研究黃麴毒素具有中毒可能性，對

比黃麴毒素中毒危害與靈芝腫瘤療效的風險後，轉而以靈芝作為研究題材。94當

他回到榮總以後，恰巧榮總癌病治療中心從國外進口一批專門進行腫瘤實驗的

C3H 老鼠，便與當時中心主任陳光耀商借實驗室與實驗老鼠，投入靈芝抗癌實

驗。1984 年，李旭生研究團隊於《中華民國癌症醫學會會刊》發表〈靈芝菌絲

體萃取物之抗腫瘤效應〉，指出靈芝菌絲體熱水萃取物對腫瘤鼠的肺部惡性腫瘤

有明顯抑制作用(李旭生等 1984)。 

在這項研究中，除了實驗結果引人注目外，李旭生擁有的靈芝粉末生產技術

也吸引媒體與靈芝研究者的目光。李旭生投入靈芝抗腫瘤研究，並且加工靈芝研

究素材。他過去培養過黃麴菌，後又特別到食工所受訓，精進篩選與培養靈芝菌

種的技能，使得他能夠穩定生產實驗要用的材料。他透過蒸餾方式，將靈芝液濃

縮乾燥變成粉末，縮短靈芝培養時間為三週(原本子實體的方式為四到六個月)，

提高生產與治療的價值。民生報記者指出李旭生的研究團隊發展出靈芝萃取技術

與製成粉末的技術，具有品質穩定，且易於大量生產的優勢，具有開發潛力，李

旭生研究團隊計劃與榮民總醫院合作，將靈芝用於臨床，嘉惠國內病人。95國內

其他學者如成功大學免疫學教授翁舷誌，以及多位學者都利用李旭生提供的研究

素材，投入靈芝研究。96翁舷誌說「我可不希望今天拿到的材料和明天不一樣」

(吳亭瑤 2006:16)，科學實驗的再現邏輯，使得學者偏好能夠穩定生產的靈芝素

材，而不是號稱天然但卻不穩定的野生靈芝。正是因為李旭生擁有此項技術能力，

也就成為未來他將產品商品化的基礎，同時也讓他得以擔任業界顧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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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四：林園事業因雙鶴公司造成的困境尋求李國鼎及蔣彥士協助 

「雙鶴」傳銷公司出身自安麗體系，以「靈芝」產品為主打商品(林玉 1993; 

林玉 1994)。雙鶴創辦成員謝天秀、古漢忠、吳齊南，本來是安麗六四二體系旗

下傳銷商，經「直銷風暴」後，認為在安麗發展有限，獲利不足，三人出走到其

他傳銷公司從事保健食品的銷售；後來又到林園，但因理念不合，後於 1987 年

與林木榮、藍財旺合作成立雙鶴公司。97該公司發展成為少數能與外資保健食品

公司抗衡，並且將產品出口國外的傳銷公司，其主產品靈芝，也成為臺灣熱門保

健食品（關於雙鶴公司的進一步討論，見第九節）。林玉認為謝天秀這些人離開

林園，創立雙鶴，是因為理念不合，然而筆者的訪談，卻提供另一個版本的故事。 

林園事業由林天財於 1986 年創立，前身為 1955 年創立的林養菌農園，以馬

糞人工培養洋菇外銷，1960 年代以芒果樹栽培白木耳，使其大眾化。1973 年以

太空包為培養基，研發出人工栽培靈芝，使靈芝能夠穩定生產，品質穩定。1980

年代，培育成功鹿角靈芝。1986 年，創立全國首家傳銷公司，林園事業集團，

以鹿角靈芝產品為註冊商標。隨著靈芝行情看漲，從事傳銷事業的謝天秀等人與

林天財尋求合作。 

然而，謝天秀等人為了壓低靈芝購入成本，私底下又尋求其他業者合作栽培，

並且告知林天財因銷路不好，故購入林天財的靈芝的數量越來越少。林天財有近

五千萬的庫存，走化無門，事業幾乎垮台。981987 年 9 月，雙鶴公司創辦「雙鶴」

雜誌，林天財於開卷頁首題辭，而 1987 年與 1988 年初，該雜誌仍廣告「林天財」

題字的「鹿角靈芝、天然花粉」產品，雖然有可能是包裝未及時更換，但我們也

可以推論當時林天財並不知道雙鶴公司與他人合作實情，只知道庫存越來越多，

必須想辦法解決庫存問題。因此，林天財尋求李國鼎及蔣彥士協助，解決靈芝產

品的走化問題。筆者訪談的農藝專家提到「 

他們種靈芝的人，聳動李國鼎跟蔣彥士，這兩個大人物嘛，送給他們吃，

給他講哦，這個李國鼎呀蔣彥士，他們認為「對身體有益、對國民有益、

對生產有益」，當然要大家生產，大家來大大加以推行發展生產，這個

是應該的。後來，李國鼎呀，告訴農委會的陸之琳，說有這麼一回事，

能不能找種靈芝的人開一個會，結果召集會了，我就是「哦！林天財！」

我要在那個機會介紹你，你去說明，怎麼去作，怎麼弄。後來那個大學

的，我也介紹去，生產者，你們去嘛。 

那個時候，林天財終於通了，很有做生意的那個，他就叫記者，你好好

地幫我照個照片，照片呢，照片他在唸那個報告，背景是李國鼎跟蔣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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士，你曉得吧？這個照片照完了以後，當時呢，林天財跟我講，大概是

真的啦，我也聽聽而已，他說他花了四千塊給那個記者，你給我弄到最

好，照了這樣一個照片，那時當時四千塊是很大的呀，這個簡直是嚇死

人，記者當然盡力而為之，弄得最好的給他。 

拿了這個照片以後，他也沒有用李國鼎的名字，也沒有用誰的名字，但

是有照片，作背景，這個生意手法很高明。這個名字，呃…怎麼講的，

「靈芝靈芝，可靠可靠再可靠…」，兩面一個大本，宣傳的書，在一起，

就是說一起印，唉唷，那一句話我忘記了，一直這樣下來下來，弄起來

齁，最可靠的靈芝就是他林天財的鹿角靈芝，這個打出去，他印這個印

很多」。 

業者透過不言明的方式，讓李國鼎和蔣彥士為他的鹿角靈芝產品背書，成功地解

決了產品銷售問題，業績讓其他業者眼紅，形成鹿角靈芝的真假爭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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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傳銷產業作為靈芝科技研究的引擎 

國科會靈芝大型研究計劃結束以後，業者主動組織文教團體，投入靈芝科學

知識的生產。傳銷業者成為靈芝「另類藥物化」的引擎。科學家的說法及著作、

見證資料的搜集與傳播、靈芝雜誌的出版，都成為宣傳靈芝療效的手段。然而對

於學術本位的科學家來說，雖然無法否證靈芝療效之因果關係，然而，就醫學研

究者的角度來說，必須對靈芝的療效持保留態度。科學家證明鍺不是靈芝的有效

成分，鍺作為有效成分逐漸淡出於傳銷商的世界，並與靈芝脫鈎。傳銷商面對巿

場競爭，投資科學研究，回應對手廣告攻勢，建構靈芝產品價值，突出廠商自身

優勢。企業投資科學研究，影響了研究者書寫的表達方式，為靈芝隱惡揚善。隨

著葡萄王以低價靈芝以及「靈芝的好壞在多醣體」打開巿場，靈芝業者以有效成

份爭論品質優劣，技術科學在巿場競爭中，角色日益吃重。1 

楔子、我們不是醫生，我們是「健康顧問」 

1987 年傳銷商看上靈芝，參與了靈芝熱潮。對於傳銷公司來說，靈芝是高

利潤的新興商品，靈芝被認為能夠抑癌與促進新陳代謝，治療疑難疾病，巿場大

有可為。2對臺灣靈芝產業影響最大的傳銷公司雙鶴企業，創立於此時期。食品

與藥品的界線，因為美日健康食品觀念的引進，而逐漸模糊(雙鶴 1987a)。傳銷

商滲透於日常生活與醫療場域之間，以「健康顧問」之名，與「醫療專家」相抗

衡。雙鶴公司的董事長吳齊南3說： 

有直銷商很興奮地告訴我，有時候他覺得自己比醫生還偉大，因為他幫

助周圍的一些朋友解決了連醫生也束手無策的難題。 

對雙鶴公司的產品有信心是很好的，事實上經過一年來無數消費者所給

予我們的廻響，也能夠證明雙鶴的產品的確是相當特別而且優秀的。我

相信我們可以以「雙鶴產品專家」的身份自居，對顧客提供最適當的建

議與服務，甚至將醫生也列入我們服務的對象。 

雖然「有時候」我們比醫生還偉大，但是各位一定不要忘了，我們沒有

唸七年醫學院，醫學方面有許多專業知識我們並不瞭解。醫生是醫療專

家，對病人是對症下藥，我們則是健康顧問，幫助顧客延年輕身。所以

大家一定要切記：甚至醫生也需要我們幫助，但我們絕不是醫生。 

傳銷商以「健康顧問」自居，幫助顧客「延年輕身」，甚至吸收醫療從業人

員當傳銷商；他們相信當醫生力有未逮時，傳銷商也可以幫助醫生（見圖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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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何傳銷商敢於挑戰醫療專業，甚至吸收醫療專業？面對科學家的質疑，他們如

何回應，如何鞏固自己的信念？面對同業競爭，他們如何維持自己的競爭優勢？ 

本章討論傳銷業者在 1990 年代，打造靈芝作為有科學依據的「健康食品」

之社會歷程。我要說明今日關於靈芝的療效論述，是產業與科學界共同生產的現

代性產物。 

圖 15 以「健康顧問」自居的傳銷商 

 

資料來源：雙鶴，1987 年創刊號，頁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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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節、產學合作──商業界生產靈芝療效論述及見證故事 

傳銷業是 1980 年代末到 1990 年代的熱門行業，傳銷組織逐漸制度化。4本

土傳銷商透過「靈芝」產品，與銷售進口健康食品的外商相抗衝。傳銷商銷售「靈

芝」商品，依賴療效論述的「傳」播。面對同業競爭及異業攻詰（如科學家的質

疑），傳銷商必須為商品立「傳」，捍衛商品的使用價值，引誘消費。傳銷商必須

「轉」換自身角色，他不只是靈芝商人，更是「健康顧問」。有效見證以及科學

證據，是支持傳銷商信念的重要依據。 

1980 年末以「有效見證」銷售靈芝，是業界流行作法。以銷售鹿角靈芝的

林天財為例，他於 1987 創辦「林園資訊」月刊，刊載靈芝服用者之體驗，輔助

行銷，並且這些體驗集結成冊，出版《靈芝仙草之認識與保健法》(林天財 1990)

一書，該書九成以上（高達 216 頁）皆為為靈芝體驗見證。內容為惡性腫瘤（癌）、

血液病變、紅斑性狼瘡、高血壓與中風、肝炎與肝病、感冒鼻炎與氣管炎、心臟

病等以及疑難雜症靠靈芝治癒的經驗彙編。書寫格式為案例序號、提供者、體驗

者、住址、原狀況、開始服用時間、服用次數，以及體驗後的反應，有時會有編

輯建議（譬如提到服食者應有耐心，或者在劑量上給予建議）。林天財透過各種

見證故事，為靈芝立「傳」，使商品能夠轉手銷售。 

但是傳銷商仰賴的知識，不僅僅是見證故事，還包括第二、三章提及的科學

資訊（科學家掛保證、動物實驗與臨床實驗）。1980 年代晚期，傳銷商主動投入

靈芝科學知識的生產，一反原先依賴科學社群生產知識的被動狀態。以雙鶴公司

為例，1987 年，雙鶴公司辦雙鶴月刊，作為公司內部溝通管道。從創刊號目錄

來看，與本文最為相關的項目為「靈芝療效」及「見證資料表」。 

靈芝療效由曾任國立中國醫藥研究所所長的劉國柱博士主筆。5「靈芝療效」

是他向直銷商演講靈芝功效的書面稿，收錄於雙鶴公司內部刊物的「雙鶴月刊」

(圖 16)。該文提及神農本草經與中醫古籍，並介紹當代以動物實驗進行的科學

研究，指出靈芝能安定中樞神經、抑制副交感神經興奮、止咳平喘、降血壓與膽

固醇、預防高山症、促進肝臟再生以及抗癌等等，最後指出「靈芝本身的毒性很

小，甚至對幼小動物的生長都不會發生妨礙，所以是一種非常安全的食品」(雙

鶴 1987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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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6 劉國柱向雙鶴直銷商演講「靈芝療效」 

 

資料來源：雙鶴(1987)靈芝療效，雙鶴，創刊號，頁 8-9。 

因為「靈芝療效」這樣的字句太過敏感，所以後續改名成「靈芝廣告鏡」的

讀者問答形式，這些問答包括個人疾病諮詢，請教靈芝使用劑量，以及坊間產品

區辨。以「雙鶴」月刊第二期的靈芝廣角鏡問答為例，下述問答與疾病有關： 

問：為何患有胃炎、胃潰瘍患者，初期服用靈芝胃痛加劇，待堅持長期

服用之後，卻又能根本治癒？ 

答：由藥理實驗得知，靈芝對胃炎、胃潰瘍…等疾病有效，而靈芝空腹

服用會引起暫時性的疼痛，但空腹服用較佳，若疼痛厲害無法忍受，

飯後服用亦可。」(雙鶴 1987b) 

而這則問答表明產品區隔： 

問：天然的靈芝比較好，抑或人工栽培的比較好？ 

答：天然靈芝中含『有機鍺』較高，但是由於採收期不一致，若未能在

適當的採收期採取，待成熟後會漸變老化腐朽以致影響品質。而人

工栽培的靈芝有機鍺含量較低，亦有在培養基中加入無機鍺，以增

加有機鍺成分者。因為種植時一致，成熟後立刻採收，品質能夠加

以控制，所以一般來說，人工栽培的比天然靈芝好。(雙鶴 1987b) 

這則問答表明，業界認為「品質穩定」的人工栽培靈芝是更好的商品，因為天然

靈芝雖含有「有機鍺」，但品質不穩定。第三期的問答更直接談什麼病可不可以

吃靈芝，包括貧血、胃下垂、高血壓、運動神經元衰退、先天性心肌梗塞、先天

性羊癲瘋、心臟水腫、肺結核、不孕症、手術開刀後；此外還包括能不能餵嬰兒

吃靈芝等問題(雙鶴 1987c)。在第九期(1988 年 5 月份)的問答中，更是明確指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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榮聰提到靈芝促進免疫力的適合劑量，「以雙鶴公司的膠囊而言，一天 3~8粒均

可。」(雙鶴 1988b) 

這些問答後續匯集成冊，成為《靈芝廣角鏡》系列叢書，共出三輯(劉國柱 

1989; 劉國柱 1993a; 劉國柱 1993b)。第一輯目錄為： 

腦部疾病、高血壓及中風、耳鼻喉疾病、心臟疾病、呼吸系統疾病、肝臟疾

病、腸胃道疾病、血液循環系統疾病、內分泌系統疾病、免疫系統方面、生殖泌

尿系統疾病、糖尿病、良性與惡性腫瘤、不孕症婦女病、各種酸痛疾病、肌肉方

面疾病、皮膚方面疾病、靈芝相關資料、其他。 

第二、三輯增列了「眼部疾病、腎臟疾病、痛風、過敏性疾病與瞑眩反應」。這

些問答有著一定的故事結構。6有趣的是，在「其他」一節，可以看到很多類似

服用後產生「副作用」的故事，但是透過「瞑眩反應」、「體質差異」、「服用其他

藥物導致的副作用」、「其他病因」之基本論點，緩和消費者質疑「副作用」，確

保靈芝「療效」地位。讓我們來看一則問答： 

問：本人患了嚴重失眠症（係腦神經衰弱）及胃病（胃酸過多、悶、不

適）已多年。經友人介紹食用靈芝，其吃法是早晚各 2顆，然而吃

了足足 4瓶，卻毫無效果。請問：劑量是否應該增加？食用後發現

臉上冒出幾顆青春痘，但將近兩個禮拜來又消失，不知是否為瞑眩

反應，還是自身火氣大所引起？ 

答：［先引述了動物實驗證據、神農本草經依據、臨床證據(未註出處)，

最後回答讀者問題］您吃靈芝沒有什麼效果，雖然您在信中沒有提

及，我猜想您以前可能服用過鎮靜劑或安眠劑之類的藥物所致，當

然了，靈芝的藥效沒有安眠藥那麼強，若與安眠藥配合食用，其效

果就更好了，而後逐漸減少安眠藥的劑量，最後甚至只食靈芝，尤

其是睡前食用就可以了。食用靈芝後長出青春痘，是靈芝排毒的結

果，不用擔心(劉國柱 1993:194-196)。 

靈芝「有效與否」是個議題。學者援引多重證據：神農本草經、動物實驗、

臨床實驗，企圖化解個別消費者疑慮。一般讀者或許會被說服，或者只能擱置疑

惑，因為知識不對等。對於要求科學證據的讀者，學者會請讀者進一步閱讀他所

編輯的《現代科學看靈芝》(劉國柱 1993b:214-215)。如同科技與社會研究者拉

圖等人(Latour and Woolgar 2004)所說，當科學家面對質疑時，會援引更多的盟友，

在此，劉國柱引用的是來自中國臨床研究以及日本基礎研究的盟友。該書介紹靈

芝的「生長發育與栽培、成分、製劑、藥理、毒性、臨床應用、副作用、禁忌」

等，並附上學術參考文獻。7 

《現代科學看靈芝》的臨床應用部份，大量引用中國與日本的研究，為了方

便與前文比較，我們以「狹心症、心絞痛及心律不整」一節為例，四則研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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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兩則關於狹心症的療效研究。劉國柱將四川抗菌素工業研究所(Sichuan Institute 

of Antibiotic Indrustry 1972)的報告摘要為「以靈芝菌絲體培養液糖漿每次5~10ml，

每日三次，共治療四週，狹心症、心絞痛的總有效率為 79.1%，顯效率 24.1%」，

經查書目，得知為 69 名患者進行試驗。他將中醫研究院東直門醫院(Dongzhimen 

Hospital of Academy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1973)的報告摘要則為 

以靈芝酊劑 10~20%，每日三次，每次 10ml，治療冠狀血管狹窄、心絞

痛半年以上，總有效率為 89.6%，顯效率為 43.5%，無效者 10.4%」(劉

國柱 1990:212)。 

直觀讀起來給人的印象，就是「靈芝」的療效得到日本及中國研究的支持。 

然而，如同榮總研究員蕭明熙在〈靈芝的科學定位〉一文所說，這些研究太

早期（兩篇皆為 1970 年代初期），或者較不符研究設計（譬如《現代科學看靈芝》

該章提到「克山病」的研究，但該研究並未採用控制組），而動物實驗與離體實

驗（日本研究多為此類）難以推論到人體，因此他認為中國這些研究可信度有限

(通化縣地方病防治站、通化縣大泉源衛生院 1974; 劉國柱 1990; 蕭明熙 

1992:218)。關於臺灣學者如何否證靈芝的療效，留待下節討論。 

《靈芝廣角鏡》是傳銷商的教育手冊，也是回應巿場挑戰的教本。1988 年

擔任靈芝菌絲體產品顧問的李旭生教授指出靈芝有效成份在菌絲體中含量較高，

且子實體產品可能有摻雜木屑的問題8；1989 年消基會調查發現巿售靈芝膠囊三

萜類成份不足，哄抬價格，「建議消費者乾脆服食生靈芝，較為經濟實惠」。9劉

國柱回應，指出藥物製作需要賦形劑， 

最常用的是澱粉。…之所以為沉澱，是靈芝的原藥粉末；可溶的，是靈

芝的煎液。若說會沈澱是木屑，那是惡意的中傷，不值一駁。說實在的，

以原藥作賦形劑，比澱粉要好 (劉國柱 1989:212)。 

上述判斷靈芝好壞的依據，因社會團體立場不同而有差異。消基會認為有效

成分是三萜類，而三萜類在靈芝子實體含量較絲菌體多，故從經濟實惠的角度，

主張買生靈芝，不要買靈芝膠囊。李旭生認為有效成分是「多醣體」，菌絲體含

量比子實體（生靈芝）高，故主張購買經過業者加工的膠囊類產品，而且強調其

中粉末皆可溶，否則就是摻假。但雙鶴公司強調沈澱物是賦形劑，而不是木屑。

三方爭議，突顯「教育消費者」成為兵家必爭之地。 

親近靈芝產業的科學家，以撰寫問答與演講傳播想法。傳銷公司將這些內容

轉換為輔銷道具（錄音帶與書籍），稱之為「成功路上的好夥伴」（圖 17）。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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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7 科學家及其周邊產品是成功路上的好夥伴 

劉國柱博士演講 靈芝演講錄音帶 靈芝廣角鏡──成功路上好夥伴 

   

資料來源：出自「雙鶴」月刊，左圖 1989 年 4 月號；中圖同年 6 月號；右圖 1993 年 10 月號。 

見證資料表則是公司收集靈芝見證資料的表格（圖 18）。就筆者手邊資料來

看，該表僅出現於創刊號。傳銷商要複印，亦非難事，因此後續無再出現於雙鶴月刊，

亦可理解。內容包括提供者、直銷商編號、上線副理編號、見證者、性別、年齡、職業、

地址、電話，以及「原先狀況」、「開始服用日期：＿年＿月＿日，每天服用＿次，每次

＿＿」與「使用後狀況」。文末寫道如需保密請加註，意味這些資料將公開，協助靈芝

銷售。 

見證資料表既能搜集情報，亦有助後續論述生產。傳銷公司邀請「見證人」

上台，分享療效案例，後來這些案例陸續收錄於 1990 年代末出版的《健康靈芝》

雜誌，並公開刊載於「微生物文教基金會」網站。值得一提的是，傳銷公司定期

建立「疾病治癒見證目錄」，以疾病分類靈芝見證，方便傳銷商及病友按圖索病，

增強靈芝治病的信心。11 

傳銷商決定投資靈芝的科學知識生產，因為國科會靈芝大型研究計劃告終，

消基會引發的靈芝真假風波，殷鑑不遠。1991 年，雙鶴公司捐助 1000 萬，成立

財團法人中華民國微生物文教基金會，「以資助、推展、進行微生物科學研究會

為宗旨」。12董事謝天秀說微生物基金會專門研究靈芝及菌種，是雙鶴附屬的基

金會；設立這個基金會，就 

可以以這個名義，聘請全世界知名的、有成就的[學者]，他們發表，[我

們]認為他們很好，我們就以這個名義聘請他做我們公司的顧問。13 

基金會可以拉攏學者為靈芝產品背書。除此之外，該公司贊助靈芝學術研究，舉

辦多次學術研討會，直接影響研究成果的表達方式；並陸續設置靈芝論述生產機

構(apparatus)（第四節）。業者不再被動依賴日本資料以及國內學者研究，而是

積極生產論述。產業界與學術界的結盟關係，日益強化。 

doi:10.6342/NTU201601133



112 
 

這段歷程表明健康資訊與社會組織的技術逐漸分化。靈芝的科學研究以及見

證資訊，從雜誌《雙鶴》獨立出來，成為《健康靈芝》雜誌內容。療效論述以「客

觀中立」形象面世，靈芝拜物教逐漸形成：靈芝不只是藥，而是離窮脫病的塵世

寄託。 

圖 18 雙鶴公司創刊號的見證資料表 

資料來源：雙鶴，創刊號，1987 年 9 月，頁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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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學術之爭──科學實驗與安慰劑效應 

 1990 年初，既藥亦食的屬性，使靈芝爭議不斷。新聞報導種種爭議：包括

靈芝能否治療紅斑性狼瘡、愛滋病、肝炎、腫瘤、起死回生，抑或延誤就醫；是

否會導致耳鳴、腸胃不適、便秘、四肢長紅疹、發癢、中風等現象。14靈芝有無

療效，如何判定，涉及種種指標：製程、成份、產地、原料。「吃靈芝」成為複

雜的事。15衛生署食品衛生處科長曾明淑指出「靈芝，由於種類繁多，功效各不

相同，目前市面上的產品又多為膠囊，其成分如何，實難確知。」16官方的管理

態度為「靈芝係屬食品管理，並無醫療功能，有病仍請就醫為宜」，規範態度消

極。17 

 1987 年開放大陸探親，兩岸交流日增，中國的靈芝臨床研究及偏方進入臺

灣。科學家對中國研究持保留態度，因為中國科學研究的規範較少，而實驗設計

也不夠嚴謹（非雙盲）。然而，民間對這些報告寄予厚望，既希望學者能釐清真

假，也希望科學家能找出藥物的價值。當時在榮民總醫院醫學研究部的研究員蕭

明熙，就曾處理過靈芝相關的研究課題。 

面對榮總就醫的老榮民詢問醫師靈芝是否能夠治療狹心症的問題，榮總研究

員進行了雙盲、隨機、安慰劑對照實驗。該研究以 42 名慢性狹心症患者為研究

對象，結果 

未發現靈芝可有效改善客觀腳踏車運動試驗的運動耐量，雖然主觀評估

之生活品質評分以及運動耐量評分均呈現顯著的進步，但與安慰劑相較，

則並無顯著差別，因此，本研究結果無法證實靈芝對慢性狹心症患者之

輔助療效(陳震寰等 1992:6)。 

即使過去蕭明熙等人透過動物實驗方法，認為赤芝的三萜類能降脂及影響血

小板的功能(林麗娟、蕭明熙 1987; 蕭明熙 1988)。18但是有雙盲、隨機、安

慰劑對照的人體實驗結果，學者因此斷言「慢性狹心症患者輔以靈芝並無顯

著臨床效果」(蕭明熙 1992)。之後，陳震寰等人與蕭明熙的兩篇論文，成

為榮總內部教育文獻，提供醫生科學證據，拒絕狹心症病人要求服用靈芝的

請求。 

當時媒體既認為靈芝治狹心症，效果不顯著，卻又肯定靈芝有心理安慰作用。
19病患的生理檢查未反映靈芝有效，但病患填寫的問卷結果，卻顯示病患自覺生

活品質改善，不論是安慰劑組，或者是實驗組。所謂的「生活品質評估指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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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的是「休息時呼吸困難，倦怠，休息時胸痛，睡眠，腳踝水腫，焦慮，憂鬱」。

陳震寰等人認為 

主觀評估之生活品質評分以及運動耐量評分均呈現顯著之進步，但與安

慰劑相較，則無顯著的差別，因此，本研究結果無證實靈芝對慢性狹心

症患者之輔助療效」(陳震寰 et al. 1992:6)。 

我認為，根據同一份資料，推定「靈芝符號」或者「霍桑效應」導致慢性狹心症

患者的改善亦不為過，因為即使膠囊裡裝的不是靈芝，病人認為自己在吃靈芝，

或者參與「靈芝實驗」，就能達到心理安慰作用。20換言之，安慰劑效應並不是

醫療上的無效治療，只是學術上論證因果關係的缺陷。 

陳震寰等人未完全肯定「靈芝對狹心症患者無療效」。他們指出由於該研究

為短期研究，故無法驗證「是否可減少心臟血管疾病之病率與死亡率」；以及其

他藥物干擾，可能使靈芝療效被遮蓋。同樣的資料，陳震寰等人持保留態度，蕭

明熙卻認為證據已足夠論定靈芝無顯著臨床效果。這反映了科學家的隱而未顯的

立場，往往會影響他們對於實驗事實的理解與判斷(Harding 1991)。因此，該論文

未完全否證靈芝治療狹心症的可能性。 

其他科學家指出，靈芝有效，但效果有限(Lieu CW 等 1992; 王聲遠 1993)。

榮總研究員王聲遠等人透過實驗發現，靈芝多醣體能刺激免疫細胞分泌細胞激素，

促進免疫反應，抑制腫瘤生長，但是免疫力的抑瘤作用有上限，超過上限，應改

採手術、化療或放射線治療。王聲遠指出諸多問題尚待解決：選種與培植（品種

問題）、粗提與純化（萃取技術）、臨床前試驗（定出劑量範圍，及標出有效成份）。

面對媒體，王聲遠指出「具療效的成份取自實驗室自行培植的靈芝，而一般巿售

的靈芝多已老化，成份僅為木屑及纖維素，經實驗不具任何療效」。21 

王聲遠將具有療效的靈芝，限縮為實驗室培養的靈芝，此言論引發林昭庚不

滿。林昭庚以中國醫藥學院中國醫學研究所所長及台北巿中醫醫師公會理事長的

身份表示「雖然巿售靈芝多已呈木質化，但不能就此斷定不能『抗腫瘤』，醫藥

研究論文不能隨意發表」，他「認為中藥經驗已有數千年，有關研究實應審慎推

斷」。王聲遠說他沒見過「千年靈芝」，無從解釋民間「千年靈芝」的特異療效之

說，但民間靈芝老化，多醣體含量低，許多僅是木屑和纖維，服用既無助益又浪

費錢。22 

林昭庚在科學界的挑戰之下，最終接受「無千年靈芝」的說法。23他改口提

出「成分與整體」的區分回應實驗室論述，以維持整株靈芝的療效宣稱。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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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他說靈芝的「有效成分」，包含高分子多醣體、三萜類、蛋白質、微量元素、

核酸等等，然而「靈芝不宜抽取單獨成分使用」，因為 

靈芝的各別成分均具有特定藥理作用，但各成分間彼此的協同作用，使

得靈芝療效大幅提升。…藉著整體成分的配合，才得以發揮靈芝潛能，

並對身體各系統產生療效」。24 

王聲遠的科學立場與林昭庚的中醫立場，看似對立，卻都反映了「藥物的化

約論」。王聲遠是用「多醣體」多寡作為標準判定靈芝抗腫瘤的功效，有自 1970

年代以來科學研究為依據，關注藥物特定成分的功效。林昭庚則以「中藥」具「千

年使用經驗」，不能逕予否定，他「想像中的」中醫藥傳統支持著他的論述，他

認為藥物不應萃取分離，因為整體成分，才具有療效。25但兩人都認為療效內在

於「藥物」本身，忽略了使得特定物質成為「藥物」的論述形構過程。26 

科技社會學者反對療效的「藥物化約論」。他們指出，「安慰劑」效應的存在，

反映「療效」不只是藥物作用，還涉及個人意向、心理層面與社會場景；這些都

能成為療癒過程(the process of healing)中解釋因果關係的因素(Collins 2005:xviii)。

前述「靈芝作為慢性狹心症之輔助治療」的討論，顯示療效論述未能定於一尊，

醫師、科學家、消費者、甚至人文社會科學研究者，都可能提出不同的因果解釋。

拉圖提醒我們，物質對於身體的影響是實在的，問題是我們有沒有運用妥當的描

述框架理解物質與身體之間的關係(Latour 2008)。然而，問題就在於，誰來決定

「妥當」？誰說了算？Shapin 與 Schaffer 點出有社會聲望的人之見證，成就實驗

之因果關係(Shapin and Schaffer 2006)。療效因果關係的詮釋彈性，或許正是當代

專家們相互競爭，尋求聽眾結盟的體現。 

藥物，甚至物質，應該理解為文化載具。不同地方的人類，以不同方式使用

以及認識物質，成為集體記憶。物質因為這些習以為常的使用方式及認識方式，

具體化成為有了文化規定性的物品。物品存在於社會脈絡之中，成為人們習以為

常的對象，傳播的範疇可能窄，可能廣；對物品用途的理解與學習，受知識繼受

管道而異。27 

前述，慢性狹心症的靈芝實驗，功效如同安慰劑，這樣的研究結果實質上，

可能影響台北榮總醫事相關人員，使他們對靈芝的功效抱持保守態度，但該研究

影響力未足以成為大眾「常識」。對於傳銷商來說，他們仍相信狹心症能夠靠靈

芝治療，因為存在見證實例，而與之合作的科學家（譬如劉國柱博士）也肯定靈

芝治療狹心症的功效。28換言之，對靈芝的理解隨社群而異。靈芝的療效問題成

為靈芝的療效論述傳播的問題。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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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物質不只是文化載具，有著不容否定的物質屬性。就像水跟火不相容，

不是換個名字，就能改變水與火的基本性質，物質世界有物質世界的邏輯，文化

世界試著利用意義之網，捕捉物質的可能性。在靈芝的例子裡，有機鍺的案例說

明，當科學家拷問物質，物質無法給出的東西，就是無法給出；尤其當物質被證

實有健康風險時，該物質相關的醫療論述，將會逐漸被遺忘。在健康食品的概念

中，無法容許毒性存在，因為毒性意味著不健康，而食品不應該有毒。科學家證

明靈芝的有機鍺含量甚低，且具健康風險。傳銷業者面對此尷尬處境，只能透過

時間淡化消費者的記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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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科學研究影響產業療效論述──淡化有機鍺作為靈芝有效成

份的論述 

1980 年代，「有機鍺」被認為是靈芝的有效成份，專家投入生產。1986 年，

工研院化工所以創新製程，以較低成本及更高良率生產出號稱「日本仙丹」的有

機鍺化合物，獲得歐美等國專利，但受限於工研院機構屬性，且經費有限，故未

進行動物或人體實驗。301980 年代末期，宣稱具治癌效果的含鍺食品大行其道。 

科學研究者提出質疑。1987 年，榮總大腸直腸外科醫師饒樹文以動物實驗

結果指出，天然有機鍺有防癌效果，而使用無機鍺的老鼠，在實驗期間易死亡。
31學者建議病人勿視鍺為治癌藥物，因無人體實驗證據。32台灣學者姜宏哲與許

瑞祥等人都指出，靈芝中鍺含量極為稀少，相較於坊間宣傳資料記載的含量，相

差數萬倍，故從科學立場來看，有機鍺並非靈芝的主要有效成份(姜宏哲、林美

吟、簡秋源 1987; 許瑞祥 1988)。1989 年，消基會也曾以「鍺含量」檢測巿售

靈芝產品，認為鍺含量過高有害身體，檢測結果也發現，再度證實靈芝產品的鍺

含量，不可能高達 2000pbm（百萬分之一），除非刻意添加。33 

在 1980 年代到 1990 年代中期，受到日本影響，業者及消費者相信靈芝的有

效成份是有機鍺。當時「賣靈芝的人當作第一條的信條，在跟人家推銷說，含有

有機鍺」（科學家 D1），隨著科學家逐漸證實，靈芝有機鍺含量極低，業者有兩

種反應。第一種，淡化謊言。科學家 B1 提到 

鍺這個事情，在很多直銷商心裡是很痛的，因為他們已經講出去了，教

育是這樣教育的，怎麼收回來？用時間來淡化嘛，他們雖然心裡面很不

情願，但是終究得面對，就是慢慢用時間來淡化，以後就不提了，不提

了，不提了，所以他們開始教育訓練的小冊子裡面，到了某一版以後，

鍺就拿掉了（筆者訪談）。 

第二種，透過技術手段，提升靈芝中的有機鍺含量。譬如說科學家 D1 提到

姜宏哲老師曾經試著在培養基中加無機鍺，透過讓菌類吸收重金屬的特性，把鍺

改成「有機鍺」，但是後來實驗結果發現「沒有辦法這樣作」（筆者訪談）。有機

鍺在靈芝中含量不高，是促使「靈芝」與「有機鍺」脫勾的第一個理由。 

健康風險則是脫勾的第二個理由。1988 年，日本厚生省發現過去 6 年內，

有 23 起服用含鍺健康食品不適案例，其中 6 起死亡，動物實驗證實過量鍺會造

成腎臟病變。34臺灣醫師提出人工合成的有機鍺，可能會引起腎衰竭，若業者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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節省成本，使用人工合成有機鍺，後果堪慮。35康乃爾醫學院副教授張毅生表示，

有機鍺效益尚無定論；人蔘或靈芝的功效，是否來自有機鍺，無定論；用法用量，

無定論；況且靈芝中有機鍺的含量，遠遠不及淺井一彥提出的數字。36藥理學博

士許松勇更指出，靈芝的抗癌功效是來自於多醣體，而非鍺。37然而，坊間公司

或者「藥師」，仍有為數不少的人，認為「有機鍺是靈芝的有效成份」。38 

學界與產業的認識存在落差，隨著產業與學者交流逐漸增加（譬如後文談到

的靈芝研討會，或者產學合作的情況），才逐漸拿掉「有機鍺」作為有效成份。

科學家 D 提到 

慢慢慢慢，大家後來，也是教育啦，對那些廠商來講，他們慢慢才把這

些宣傳辭令拿掉，Even 到現在的話，很多的這個還記載，說有有機鍺

（笑）」。 

科學家 B1 也提到妙就妙在這裡，到今天為止都還在寫有機鍺，那你就知道這個

業者程度有多低呀…。他的產品大概也不用吃了啦」（筆者訪談）。對於科學家來

說，「正確」的知識，是消費的前提。但是我們反過來看，今天業者還能夠持續

宣傳「有機鍺」是靈芝的有效成分，就意味著消費的前提，不只是科學家認為的

「正確」的知識，尚須考慮其他因素。 

療效知識非同步地散播於不同空間。業者在療效知識的傳播中，扮演了中介

者的角色。孫逸仙醫院藥劑科主任陳昭姿提到「醫學研究者的腳步與一般民眾的

認知是很難同步的，當中並且有無知犯錯或有知故犯的業者興風作浪」。39「無

知」或者「故意」的分別，相當微妙，也指出巿場與科學之間具有一定的複雜性。

為什麼研究者能夠說業者「無知」或「故意」？其實也很簡單，他們「掌握了技

術」，並且以技術進行區隔。40從顯色法，到後來運用原子析光光譜儀，研究者

以技術儀器的進步區隔業者。其次，科學家信任儀器檢驗結果，未視之為「無意

義的雜訊」，反而將「測不到」視為重要訊息。第三，研究同儕也得出同樣結果。
41研究結果發表在期刊上，或者收錄於書，影響範圍不及業者；業者的知識來源，

在這個時期還是大量以日本通俗科普知識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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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強化靈芝的科學論述──1990 年代傳銷業者投資科學研究 

1990 年代的靈芝巿場極為競爭，靈芝業者雙鶴公司總監特助陳光地於 1993

年底指出，靈芝一年巿場消費量約二百噸，巿場持續擴張；統一企業轉投資的統

健公司指出，臺灣巿場經營或買賣靈芝的業者有一、二百家，包括直銷、藥房寄

售或外銷國外等形態。42業者指出「業績好壞全看業者銷售能力」，因為消費者

沒有能力判斷靈芝好壞。43為了搏取消費者的信任，傳銷業者選擇與「科學界」

結盟。44 

自 1991 年初靈芝大型研究計劃結束後，傳銷業者投資「科學」，拓展靈芝

產業。國內最大的靈芝傳銷公司雙鶴集團為打造「靈芝王國」，1991 年成立「中

華民國微生物文教基金會」、1993 年設立「靈芝科學館」、1994 年舉辦「第一

屆全國靈芝學術研討會」、1995 年製作「靈芝王國」錄影帶，普及靈芝知識、

1996 年舉辦『台北國際靈芝研討會」、1998 年創辦「健康靈芝」雜誌以及「靈

芝網際網路」網頁，並補助各大院校及食品工業發展研究研究經費，陸續投入三

千萬元經費推動靈芝教育工作。雙鶴集團總裁暨微生物文教基金會執行董事古富

元表示「老祖先對靈芝口耳相傳的經驗談，應該予以科學的驗證，讓社會大眾真

正來認識靈芝，進而對靈芝產生正確的知識」，進而建議政府用靈芝發展台灣的

精緻農業，讓台灣成為靈芝出口大國(彭杏珠 1998)。45 

傳銷業者主動承辦靈芝學術會議，推動靈芝療效論述生產，協助廠商推廣靈

芝。1990 年代微生物文教基金會舉辦兩次會議，議程中以「特別演講」較為重

要（表 10）。46這些特別演講，可以歸納出五種功能宣稱：療效連結、強調菌種

差異與鑑定優先性、界定有效成份、強化健康食品屬性、訴求建立產品標準。這

些功能宣稱可以協助廠商參與巿場競爭，如幫助商品建立賣點（療效），建立與

對手的區隔（菌種、成分）、以健康食品身份迴避法規管制（健康食品非藥品），

建構國家標準篩選競爭對手等等（表 11）。 

微生物文教基金會也贊助教授級的「專題研究計畫」以及「博碩士畢業論文」

（表 12）。受贊助的「專題研究計劃」有以下功能：(1)開發靈芝療效47；(2)建構

產品無毒形象48；(3)申請健康食品認證，甚至進一步朝向新藥開發邁進49；(4)借

助學術期刊，以科學研究名義，宣傳靈芝療效50；(5)拉攏科學家，提升公司產能。
51科學家的助陣，使靈芝的療效論述，除了《神農本草經》之古代「神話」，而

增添了當代「科學」依據，相關學者將此歷程稱之為「從神話到科學」(卯曉嵐 2002; 

林志彬 2008; 徐文媛 2002)。雙鶴公司也會邀請靈芝研究者至傳銷會場演講，

甚至擔任《健康靈芝》雜誌編輯，推廣科學研究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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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界與業界對於靈芝的表述方式，事實上是有差異的。中華民國微生文教基

金會是由業者贊助，業者要研究者改寫成比較符合業界需求的表達方式。少數研

究者的表達修辭受到影響，這種情況以 1990 年代較為普遍。 

第一種影響，科學陳述變成療效語言。以蘇珍儀博士的論文摘要為例，比較

網路上國家圖書館與微生物文教基金會的摘要（以下稱「國」及「微」），可以看

出明顯差異（表 13）：第一，論文名稱不同，擴充指涉範圍並且強化因果關係。

「國」文指出靈芝元素與血小板元素的反應，充斥專有名詞，且範圍限定極為明

確，而因果之間的關係為「影響」；但是，「微」文則是使用概化語言，指稱「氧

化型三萜類」，擴充了指涉的範圍，而各種血小板元素的反應，直接寫作「血小

板凝集機制」，最後因果關係為「抑制」。蘇珍儀是在 1999 年取得博士學位，該

論文的脈絡正是雙鶴公司以「三萜類」作為有效成分與葡萄王「多醣體」作為有

效成分相競爭的年代，蘇珍儀的論文，成為業者宣稱三萜類功效的依據。 

第二，摘要結論陳述方式不同，將精確的科學描述，改成模糊的療效語言。

同樣作為網路上可以公開搜尋的資訊，「微」文相比「國」文，直接將研究成果

翻譯為「GAS(靈芝酸 S)對於靈芝應用於抗血栓及血管疾病的防治與治療上應有

相當的藥效。」52「國」文的潛在讀者為未來的學術研究者，上述不精確的語言，

不能列為博士論文摘要。「微」文則是以靈芝傳銷商及靈芝消費者為讀者，如果

寫滿科學術語，無助他們理解，因此必須轉換修辭，譬如「靈芝抗血栓及血管疾

病的防治」。基金會贊助研究者，使研究者在語言精確度有所妥協。  

第二種影響，則是造成研究旨趣的差異。學術論文可直指某些靈芝的酒精萃

取物含有細胞毒性；但推廣靈芝產業的論文，則「隱惡揚善」。取得贊助的研究

者改寫論文，以「肝臟保護作用」為研究題旨，不提酒精萃取物潛在毒性（表 14）。 

商業周刊指出「靈芝在營養保健食品領域中歷久不衰，學術界功不可沒」(彭

杏珠 1996:81)雙鶴透過微生物文教基金會鼓勵學術研究，學術界指出靈芝含有

多種營養成分，學術實驗證實靈芝功效，打響靈芝產品知名度。1990 年代，發

生不少靈芝安全爭議，有些學者提出批評，認為業者誇大不實，或者價格太貴，

但是更多學者和微生物文教基金會合作推廣「正確」知識，抨擊「不肖業者」摻

假。政府對於巿場干涉有限，靈芝巿場擴張。1997 年葡萄王銷售低價靈芝，打

擊傳銷商高價靈芝巿場，暴發了靈芝有效成份（「多醣體」與「三萜類」）之爭。

雙鶴公司與葡萄王公司展開療效論述之爭。知名的廣告臺詞「靈芝的好壞在多醣

體」，正是 1990 年代末「多醣體」與「三萜類」靈芝成份大戰的產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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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0 歷次靈芝學術研討會特別演講 

1994 年的第一屆全國靈芝學術研討會 1996 年的台北國際靈芝研討會 

(A1) 靈芝免疫增強作用之研究:細胞激

素分泌之促進及抑制腫瘤生長之機轉 

(榮總王聲遠) 

(B1) 靈芝的抗人類免疫缺失(AIDS)病

毒活性 (韓國 Byong Kak Kim) 

(A2) 市售及加鍺栽培靈芝之鍺含量

（師大姜宏哲） 

(B2) 利用活體外分析系統評估靈芝的

生理活性 (日本 Masao Hattori) 

(A3) 靈芝萃取物赤芝酸 S 作用於人類

血小板之研究（清大王成德） 

(B3) 靈芝免疫調節作用與抗腫瘤活性

之關係（榮總王聲遠） 

(A4) 利用 HPLC 分析不同種靈芝屬子

實體中含有肝臟保護作用之三帖類成

份（北醫蘇慶華） 

(B4) 現階段靈芝臨床研究的侷限和展

望（美國張毅生） 

(A5) 靈芝屬菌種鑑定系統的最新發展

（台大許瑞祥） 

(B5) 靈芝精抗老效果（中國楊慶堯） 

 (B6) 靈芝作為機能性食品優於藥品

嗎?（日本 Tsutomu Tamura） 

 (B7) 靈芝群(Ganoderma Lucidum 

Complex)的分子生物鑑定系統(台大許

瑞祥) 

資料來源：微生物文教基金會網站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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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1 會議論文的社會功能及對廠商的用處 

功能宣

稱 

學者發現 廠商用途 

連結療

效 

A1,B3 與 A2 免疫力與腫瘤，A3 治

血栓，A4 與 C1 保肝；B1 AIDS, B2

強心，B5 抗老 

療效宣稱，是商品賣點。 

強調菌

種差異

與鑑定

優先性 

A5 學者指出不同菌種有不同療

效，靈芝並不包治百病，而是不同

的靈芝治療不同的疾病，因此靈芝

的菌種鑑定優先於療效論述(楊陸

學 1996)。 

廠商可以挪用此論述，訴諸特

定菌種品系與特定療效之間的

聯繫，打擊來源不清的競爭對

手，教育消費者選擇「對的靈

芝」 

界定有

效成份 

A1 學者指出野生靈芝不如人工栽

培靈芝；A2 學者指出靈芝的有機鍺

含量不可能達到 800~2,000ppm（百

萬分之一），靈芝的鍺含量極微，非

主要成份，B4 學者投書報紙指出鍺

有無療效，尚無定論。54 

此處論述影射坊間靈芝商品，

以「鍺」作為有效成份，不見

得可靠。而 A3，A4 及 C1 都強

調靈芝的主要成份是三萜類，

而三萜類僅有子實體產品才

有，可以間接打擊以多醣體的

療效功能為主要訴求的菌絲體

商品。 

強化健

康食品

屬性 

B6 為日本藥學會成員，他指出過往

從藥物開發的角度，強調靈芝多醣

的抗腫瘤功能，但他認為最佳開發

方向應為機能醱酵食品或生醫食

品。 

靈芝非處方藥，不由醫師開立

處方，不在醫院服用，而是由

「健康守護者」提供人們日常

生活保健的消費品，既避免法

規規範，又維持傳銷商的利益

（如果是藥，則傳銷商無法銷

售）。 

訴求建

立產品

標準 

B4 學者指出藻類和甘草跟靈芝一

樣，都含有多醣體跟三萜，靈芝有

何特殊性，尚待澄清；其次，靈芝

缺乏臨床的雙盲試驗，效驗不明。

基於這兩個理由，他認為應該替靈

芝產品建立產品標準，包括生長環

境、品種、活性成分、製程、標示

等等都需要標準。55 

如果能夠以特定廠商的標準為

標準，就可以以國家之力限制

對手競爭。 

資料來源：出處同上，整理自上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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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2 微生物文教基金會贊助之專案研究論文 

教授級專題研究計劃 

獎助對象 學校系所 學位 研究題目 

劉明毅/

莫凡毅 

成功大學環境醫學院

研究所 
教授 

以細胞及動物模式驗證靈芝保護

心臟免於心肌梗塞及化療造成損

傷之療效 

林淑萍 
台大醫學院醫學檢驗

暨生物技術學系 
教授 

靈芝三萜類抗癌及生化活性之研

究 

林璧鳳 

台灣大學生化科技系

暨微生物與生化學研

究所 

教授 
松杉靈芝 YK01、02 對代謝症候群

之調節研究 

林淑萍 
台大醫學院醫學檢驗

暨生物技術學系 
教授 靈芝三萜類的抗癌活性之研究 

顏國欽 
中興大學食品暨應用

生物科技學系 
教授 

勇健 2 號抑制肝癌細胞生長與轉

移之功效 

鄧文炳 
台北醫學大學生醫材

料暨工程研究所 
教授 

利用分子醫學造影技術研究防治

癌症之臨床前療效評估 

林璧鳳 
台灣大學微生物與生

化學研究所 
教授 

雙鶴御品靈芝對過敏免疫反應的

影響 

鄧文炳、

蘇慶華 

台北醫學大學生醫材

料暨工程研究所 
教授 靈芝產品之癌症逆轉研究報告 

林璧鳳 

台灣大學生化科技系

暨微生物與生化學研

究所 

教授 

松杉靈芝YK-01對過敏疾病免疫反

應調節之研究— 松杉靈芝三萜類

對過敏疾病小鼠之影響  

許瑞祥 
台灣大學微生物與生

化學研究所 
教授 

靈芝屬菌株抗衰老活性成分之開

發研究（一） 

許瑞祥 
台灣大學微生物與生

化學研究所 
教授 

靈芝屬菌株抗衰老活性成分之開

發研究（二） 

宣大衛 中山大學 生物系 教授 靈芝解酒功能之研究 

王俊秀 中興大學 獸醫系 教授 靈芝對蛇毒預防之研究 

鄭正勇 台灣大學 園藝系 教授 
靈芝及其他菇類副產物之回收利

用研究 

郭悅雄 台灣大學 化學系 教授 
靈芝成分之研究及活性成分的製

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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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碩士畢業論文 

獎助對象 學校系所 學位 研究題目 

陳妙齡 
台灣大學微生物與生

化學研究所 
博士 

松杉靈芝對過敏免疫反應之調節

研究 

呂政義 
中央研究院  

化學研究所 
博士 

靈芝多醣之萃取，結構及其構形與

流變性質之探討 

楊依珍 台北醫學院 碩士 

利用 HPLC 分析不同種靈芝屬子實

體中具有肝臟保護作用之三萜類

成份 

蘇珍儀 
清華大學  

生命科學研究所 
博士 

靈芝中氧化型三萜抑制血小板凝

集機制之研究 

吳俊逸 
中興大學  

食品科學研究所 
碩士 松杉靈芝抗氧化性之研究 

林文輝 
台灣大學  

醫學院生化研究所 
碩士 

松杉靈芝免疫調節蛋白的構造與

作用機制之研究 

其他補助論文 

獎助對象 學校系所 學位 研究題目 

洪志駿 
麥德凱生科股份有限

公司 
博士 大鼠 28 天亞急性口服靈芝試驗 

 
財團法人生物技術開

發中心─藥物發展組 
 

雙鶴極品靈芝－大鼠 28 天口服重

覆劑量（亞急性）毒性測試 

賴寧生 慈濟醫院大林分院 
副院

長 

靈芝對系統性紅斑狼瘡療效之評

估 

資料來源：中華民國微生物文教基金會網頁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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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3 將科學知識轉換成為療效語言的修辭學 

蘇珍儀的〈赤芝酸 S 影響血小板對前列

凝素 A2 類似物 U46619,膠原蛋白以及

前列腺素 E1 的反應〉博士論文的摘要

結論 

蘇珍儀申請微生物文教基金會的專案

研究論文〈靈芝中氧化型三萜抑制血小

板凝集機制之研究〉的研究成果摘要 

本論文的研究結果顯示 GAS 小於或

等於 7.5 microM 嵌插入血小板胞膜

後, 能夠多重性的影響到血小板的功

能, 這可能是由於胞膜上圍繞在各種

受體周圍的脂質環境不同所致。此外, 

本論文建立了 GAS 對於 TXA2 類似

物 U46619 及 collagen 活化血小板

訊息傳遞的抑制機制, 並釐清 GAS 抑

制這兩種刺激劑活化作用的差異性; 

同於也證實 GAS 除了本身具有抑制

許多刺激劑活化血小板的效用外, 也

扮演另一種重要角色, 能夠促進 PGE1 

誘發 cyclic AMP 的合成與加強了 

PGE1 對於 collagen 活化反應的抑制

效應。 

這些結果,使我們對各種氧化型三萜其

結構與功能，GAS 本身對人類胎盤

collagen fibre 活化血小板的影響，及對

GAS 加強 PGE1 抑制 collagen 活化的作

用機制均有進一步的瞭解。此研究提供

了低濃度 GAS 本身對抗血小板凝集 的

效用，也使我們瞭解到 GAS 亦有加強

prostaglandin 等藥物抑制血栓形成的

功能。因此對於靈芝應用於抗血栓及血

管疾病的防治與治療上應有相當的藥

效。 

資料來源：國家圖書館博碩士論文加值系統，以及微生物文教基金會網頁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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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4 研究題旨受贊助單位影響：風險或療效的主題差異 

楊依珍〈靈芝屬三帖類成分之分佈模式

與對肝功能及 HL-60 細胞之影響〉碩士

論文的摘要結論 

楊依珍申請微生物文教基金會的專案

研究論文〈利用 HPLC 分析不同種靈芝

屬子實體中具有肝臟保護作用之三萜

類成份〉的研究成果摘要 

探討 G. resinaceum(G, 50μg/ml), G. 

lucidum (K, 50μg/ml), G. tropicum (M, 

50μg/ml)對於 HL-60 細胞週期之影響，

亦發現某些靈芝含三帖類酒精萃取物

似乎其有細胞毒性 (Cytotoxic activity) 

由於靈芝酸 B,C2 為已知具肝臟保護作

用之三帖類純化成分，利用 HPLC 分析

而得知各種類型靈芝中靈芝酸 B,C2 含

量情形﹔並以四氯化碳誘發小白鼠急 

性肝障礙之模式，以 GOT，GPT 及組織

切片評估各種類型靈芝三帖類排除急

性肝障礙之效果﹔結果顯示,相同劑量

（30 mg/Kg 老鼠體重）之含三帖類萃

取物投與小白鼠 3 劑後，以 G. tropicum

排除急性肝障礙效果最佳。 

資料來源：國家圖書館博碩士論文加值系統，以及微生物文教基金會網頁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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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節、靈芝巿場大戰：靈芝的好壞在多醣體？ 

新行動者帶來了靈芝巿場的新氣象，靈芝從「傳銷巿場」走向「開架通路」。

1990 年代，食品企業因應國際競爭，投入機能性飲料開發，開始強調食品的健

康功能（附錄二）。1995 年，大企業（如葡萄王、統一、台糖）進入靈芝巿場：

統一集團跨足製藥業，與跨國藥廠合作研發中藥及天然物；葡萄王於直銷通路販

售靈芝膠囊，並且推出「免疫 991」的靈芝多醣濃縮飲料，於一般通路販售。日

常生活中更容易取得靈芝，靈芝相關論述大量增加。59  

 靈芝是單價昂貴的熱銷商品。1996 年，雙鶴機構勇健工廠的研發部協理陳

光地表示，當時經直銷販售的靈芝巿場，經業者保守佔計，應該有六十億元台幣

以上，光是雙鶴的營業額就已達四十二億之多，是當時最大品牌，另外較有名的

則是統健（彭杏珠 1996:80）。但是靈芝價格極高，每顆單價在 30~40 元之間，

從 1990 年代已有不少議論價格的討論。陳光地表示相較於直接磨粉的靈芝，經

科學製程濃縮的單顆靈芝，就是「一般人用煎熬之後十幾碗的分量」，因此貴有

貴的道理，他批評那些直接磨粉銷售的業者「不道德」。陳光地強調 

政府實在有必要制定一套靈芝健康食品的遊戲規則，明訂檢驗標準、成

分與識別方式，不僅對不肖業者有嚇阻作用，對消費者也是一項保障

（ibid.）。 

換言之，1980 年代以來，政府未能建立靈芝標準，巿場價格混亂、品質良莠不

齊仍未改變。 

1997 年，葡萄王推出低價靈芝膠囊，拉開靈芝低價大戰序幕。60葡萄王於 7

月底推出「靈芝王」靈芝膠囊產品，以十元有找的平價策略，打入靈芝巿場。61

葡萄王公司的文案寫道：靈芝王「以平價方式在全省的超商、藥房、食品店等通

路銷售，省去直銷商的層層剝削」，身為上巿公司，「以回饋社會大眾的精神，僅

維持合理利潤以降低售價，因此才能以平價供應」，除了以多年信譽及藥品 GMP

工廠保證，並以國立屏東技術學院的檢驗報告為證，指出「『靈芝王』的靈芝多

醣體含量為 3.8%，高出兩大直銷公司產品的 2.8%及 1.4%許多」。62  

葡萄王的廣告，擴大了靈芝消費巿場。根據食品工業研究所作的「台灣地區

食品消費調查統計年鑑」的全省抽樣調查，在 1998 年後，靈芝作為保健食品的

食用率逐年上升，從 1998 年的 2.5%、1999 年的 5.2%、2000 年的 13.2%，到 2001

與 2003 年的 6.5%左右(食品工業發展硏究所 2000:0-42; 食品工業發展硏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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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2:0-44; 食品工業發展硏究所 2003:0-40)。顯示廣告宣傳，確實吸引更高比例

的消費者，而在 2001 年靈芝的廣告熱潮過後，回穩到 6%消費率。 

葡萄王打擊直銷業者，開拓靈芝普銷巿場。葡萄王「在廣播中以台語對白取

笑向直銷業者買靈芝的人『你的錢都給別人賺去開賓士車了』」（林貞美 1998）。

電視廣告中，熊旅揚表示「買靈芝，就要買品質好，有良心的葡萄王靈芝王」，

因為靈芝王是股票上巿公司、有生物工程中心，又是優良藥廠，信賴可靠。63此

外，在品質來說，營業處處長彭鏡明表示 

靈芝品質的好壞，主要視其多醣體含量多寡而定。巿售其他品牌靈芝商

品主要採用靈芝子實體（成株靈芝）為原料，以傳統方式進行萃取，製

作過程中加入許多沒有實際效用的澱粉、乳糖、靈芝渣，所以靈芝的純

度低，多醣體含量也相對偏低，［而葡萄王］採高科技萃取方式，採用

子實體與靈芝菌絲體（幼生期靈芝）各半，如此可以取得菌絲體中的高

含量多醣體，也不會漏掉靈芝中原有而仍未被發現的成分（林貞美

1998）。 

總之，葡萄王強調「品質更好、價格更便宜」打入靈芝巿場。 

就技術來說，時任葡萄王生技中心的陳勁初強調發酵技術帶來的量產能力。
64他表示 

如果將靈芝種在木頭，需要兩百天的時間才能採收；種在太空包（將木

屑集結在塑膠包，再將靈芝種在裡面）需要一百二十天；但利用生物科

技技術，則只需五天。加上葡萄王獨有的五十噸發酵槽，『更強化我們

的量產能力』。藉由生物技術之便，葡萄王可專門發酵多醣體含量最多

的靈芝菌絲體 (魏棻卿 2002)。 

實際上，葡萄王發展出來的技術，是培養「靈芝菌絲體」的技術，因此五天就可

採收；至於費時二百天及一百二十天的產品，則是靈芝子實體，但是陳勁初運用

了行銷話術，模糊兩者差異，將靈芝菌絲體產品標示為「靈芝」產品銷售。 

這樣的行銷策略收到效果，根據食品工業發展研究所的調查報告，2000 年

及 2001 年，雙鶴公司跌出消費者前三大品牌外(表 15)。這樣的情況迫使雙鶴公

司必須回應挑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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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5 1999 年至 2003 年靈芝保健食品消費品牌 

品牌＼年 1999 2000 2001 2002 2003 

靈芝產品

(依順序) 

雙鶴 

葡萄王 

台糖 

葡萄王 

台糖 

三多 

玖順 

台糖 

華敬 

葡萄王 

雙鶴 

三多 

雙鶴 

葡萄王 

桂格漢補天地 

資料來源：(食品工業發展硏究所 2000:0-43; 食品工業發展硏究所 2002:0-45; 食

品工業發展硏究所 2003:0-41)65 

雙鶴公司影射對手多醣體不純、產品不見得有效，並暗示菌絲體不是完整的

靈芝。總裁古秉家表示 

我們的產品雖然比別人貴，但是我們的技術比人家好很多。巿面上所謂

的菌絲體產品，那種技術很簡單，我們實驗室早就有了，但是我們發現

菌絲體技術會沒有三萜類成分，純粹是多醣體。很多人說菌絲體的多醣

體比較多，但是一萬分子以上的多醣體才是有效的多醣體，否則培養液

中的玉米粉、葡萄糖也都有多醣體，問題是純化技術能不能把這些不同

的多醣體分清楚，畢竟靈芝不是吃飽，是吃有效的，不是產品掛上靈芝

二個字這麼簡單。…靈芝的有效成分不只是多醣體，所以只講菌絲體是

不對的，靈芝是很多成分一起發揮功效、一起作用的(許秀惠與陳柏因 

2002:311-312，粗體為我所加)。 

雙鶴公司強調，不是產品掛上「靈芝」二字，就是靈芝。 

靈芝直銷公司雙鶴受葡萄王低價戰的衝擊，生意受到影響，營收從四十幾億，

落到十幾億元。但是雙鶴公司對媒體表示，主要是受到健保制度與經濟不景氣的

影響，回應記者時，未提到葡萄王低價戰的影響(許秀惠與陳柏因 2002)。廠商

要靠單一產品維持經營優勢已日趨困難，為了因應巿場的競爭，投資開發多元化

商品：核心產品需具獨特性，周邊商品則生活化、低利潤，像是靈芝牙膏之類產

品因而面世。 

面對葡萄王公司大手筆的廣告戰，雙鶴公司成立行銷部門因應：製播電視廣

告，運用網際網路，設立全球靈芝資訊網站，以 1991 年成立的「中華民國微生

物文教基金會」為營運基礎，搜羅靈芝研究的各種博碩士論文及文獻。論者認為

這是直銷業者走向公開廣告的發展趨勢。66 

微生物文教基金會於 1998 年 7 月創辦「健康靈芝」雜誌，透過專家「教育」

消費者「正確的知識」。自第一期開始，以「靈芝特有的三萜類及其功效」、第二

期「靈芝工廠實況報導，以及靈芝活性成分研究的新焦點──免疫調節蛋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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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期「靈芝通路眾多顧客應如何選擇」等主題。預想的競爭對手，很明顯是強

調多醣體成分與普銷通路的葡萄王公司。擔任雜誌發行人的劉國柱博士於發刊辭

中提到靈芝巿場上，廠牌林立，品質參差，或誇稱某某成分含量特高，或靈芝之

濃縮倍數最大，或以廉價誘人。因此，吃虧上當者大有人在」（1998a:1）。67或批

評業者 

廣告滿天飛，廉價銷售來搶巿場。…其產品絕不標示三萜類之含量（靈

芝以三萜類成分為鑑定之指標），而標榜其產品含多醣體特別多，因多

醣體是可以參假的(1998b:1)。 

上述種種說法，希望喚起消費者注意「品質」，強化消費者的品牌認同。 

不論雙鶴公司或葡萄王公司都仰賴知識生產者，即任職企業或擔任顧問的科

學家，扮演銷售中介。在不指明特定品牌商品的條件下，他們以專業知識「置入

性行銷」。葡萄王生物工程中心的陳勁初主任，於 1999 年 12 月《鄉間小路》雜

誌引用台大許瑞祥教授的說法，指出 

三萜類化合物構造較不穩定，在加工過程中，常因操作條件不同而改變

其組成及含量，因此靈芝在萃取和濃縮程序時，應盡量避免高溫及長期

的氧化，以免破壞三萜類化合物原有的構造，而失去原有的功能」(許

瑞祥 2010[1992]:39)。 

葡萄王公司透過此種摘述方式，指出「三萜類的不穩定特性」；此外該文強調靈

芝的功效還是在於多醣體，他未註明出處地引述說： 

董大成博士指出『個人比較肯定的還是多醣體，研究顯示，靈芝多醣不

易被酵素分解為葡萄糖，尤其未被熱破壞的多醣體吃進體內後，可以經

由巨噬細胞的作用，分泌類似干擾素的物質，大大提高人體的免疫力，

從而抑制腫瘤細胞的發展，因而產生抗癌作用』」(陳清農、陳勁初 

1999:48-49)。 

在此可看到全株靈芝與菌絲體靈芝產品的對比，既是多種元素與多醣體的對比，

也是雙鶴公司與葡萄王公司之間的角力。 

雙鶴集團透過中華民國微生物文教基金會（後稱基金會）的研究，反駁競爭

對手葡萄王「靈芝的好壞決定在多醣體」的說法(吳亭瑤 2000a)。基金會抨擊多

醣體含量高低的迷思，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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靈芝產品優劣的評比，儼然變成一場多醣體大戰，使得消費者不得不去

思考，那底廣告宣稱的多醣含量真實性有多高？多醣體含量的高低是否

可作為判別靈芝產品優劣的指標？是否多醣體含量愈高者，就表示其對

人體健康愈有幫助？ 

基金會決定尋找公正單位，檢驗不同品牌靈芝產品的多醣體含量，於是函文經濟

部標準檢驗局，該局回覆「尚無相關檢驗辦法，未曾辦理過該業務，恕難受理委

託」。68最後，基金會委託新竹食品科技發展研究所、國立屏東科大以及勇健公

司研發中心（屬雙鶴集團）檢驗。檢驗後發現三個單位用了不同的時間、不同的

分析方法與檢驗程序，也得出不同的檢驗結果，因此，基金會發現「靈芝產品多

醣體含量的高低，除了取決於對靈芝多醣體的定義標準之外（如分子量及其特性），

採用什麼檢驗方法也成為決定性關鍵」(ibid.)。基金會呼籲政府應建立國家檢驗

標準，也批評其他業者可能為了拉高多醣體含量，混入黃豆渣液葡萄糖類的矇混

作法，以及教育消費者應「吃完整的靈芝，而非只吃它的多醣體」。透過這篇文

章，基金會希望「幫助讀者釐清『多醣體高低』廣告訴求背後的意義，以及『好

的靈芝產品』具備何種條件」。 

該基金會對「三萜類」如法炮製，突顯雙鶴公司以及其他公司的區隔(吳亭

瑤 2000b)。基金會詢問多家檢驗單位，皆表明無法受託：屏東科大表示尚無檢

驗三萜類的技術；食品科技發展研究所表示沒有靈芝三萜類的標準品，以及尚未

建立三萜類的檢驗程序。因此，僅勇健公司研發中心接受委託，該所所長陳光地

表示 

三萜類的檢驗難度的確很高，沒有深入探究，很難建立一套有效的檢驗

方法。目前日本的健康食品營養協會的三萜類定量方法，是國際間公認

最具公信力的三萜類檢驗方法(ibid.)。 

勇健公司的檢驗方法是自日本方法改良而來。基金會表示日本人以靈芝特有的三

萜類作為鑑定靈芝產品的標準，認為臺灣政府也應該建立三萜類檢驗及含量的國

家標準，才能打擊魚目混珠的不肖業者。相較於 1989 年消基會檢驗靈芝爭議時

期，特定業者主張三萜類才是靈芝的檢驗標準，取代了多醣體，成為認為較佳的

成分檢驗標準。 

雙方的競爭，讓彼此在 2001 年，都掉出消費者食用品牌的前三名，幾乎是

兩敗俱傷的局面。審視消費者自 1999 年起到 2003 年間的靈芝消費種類，都是以

膠囊、顆粒劑為主(食品工業發展硏究所 2000:0-43; 食品工業發展硏究所 

2002:0-45; 食品工業發展硏究所 2003:0-41)。膠囊、顆粒的劑型，意味著消費者

並非著眼於產品的口味，而是著眼於產品的效果。因此，如何針對提高自家產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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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效」的可信度(Credibility)，就成為相關業者努力的課題。1999 年 8 月 3 日，

健康食品管理法施行，取得國家認證成為業者強化商品競爭力的手段，靈芝巿場

進入「科學實驗」與「健康食品認證」的競爭時代。 

小結、產業作為推動靈芝療效論述的行動者 

國科會大型研究計劃落幕後，產業界投入靈芝的科學研究，科學研究使得鍺

不再是靈芝的有效成分。然而，產業界的競爭，再掀靈芝療效論述的波瀾，葡萄

王公司與雙鶴公司展開療效政治，分別就靈芝的有效成分（多醣體或三萜類）相

互攻詰（多醣體易摻假；三萜類成分不穩定），也提出消費者判斷靈芝品質的標

準，包括看有效成分或看整體、看原料是菌絲體還是子實體，價格是平價還是高

價等等。這反映產業界成為療效論述的重要行動者。 

1999 年以前，產業界成為靈芝療效論述的重要行動者，生產相關論述的科

學家，亦與產業界緊密關連，巿場競爭成為靈芝療效論述的根源。隨著 1999 年

臺灣施行「健康食品管理法」後，靈芝療效的可信度，有政府核發的健康食品認

證背書，政府的介入，展開了新階段的靈芝療效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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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一：本章年表 

年代 產業 政府 科學研究 民間 爭議 

1987 

傳銷商看上靈芝 

林天財創辦林園資訊月

刊；雙鶴創辦雙鶴月刊 

開放大陸探親 

；李國鼎召開靈芝會

議，推動產業發展。 

學界指出靈芝中含鍺量少；科

學家分化成學術本位與產學

合作 

中視八點檔靈芝草人；華視

靈芝專題報導 
靈芝形態與療效之爭 

1988 

大陸靈芝大量進口；靈芝

行情亂；直銷業者與健康

食品業者分道揚鑣 

經濟部中央標準局討

論靈芝做為健康食品

與制定國家標準的可

行性 

日本厚生省傳出服用含鍺健

康食品不適案例 
直銷商滲透醫療院所 鍺爭議 

1989 劉國柱擔任雙鶴顧問 

「維護消費者權益催

生靈芝國家標準」公聽

會 
  

消基會靈芝成分測試爭

議 

1990 
     

1991 
雙鶴成立中華民國微生

物文教基金會  
國科會靈芝大型計劃結束 

  

1992 
  

榮總研究員證實靈芝對慢性

狹心症患者無顯著臨床效

果；指出靈芝抑瘤作用的侷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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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代 產業 政府 科學研究 民間 爭議 

1993 
    

巿售靈芝老化；實驗室

靈芝才有療效 

1994 
  

第一屆全國靈芝學術研討會 
  

1995 食品業進入靈芝巿場 
    

1996 
  

台北國際靈芝研討會 
  

1997 
1997 年，葡萄王推出低

價靈芝膠囊    
葡萄王與雙鶴之爭開打 

1998 「健康靈芝」雜誌發行 
   

多醣體與三萜類之爭 

1999 
 

健康食品管理法施行 
   

資料來源：筆者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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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二：健康食品巿場在 1990 年代初期與中期的發展 

1990 年代初期，食品業者為了因應國際食品公司的競爭，取材傳統中藥材，

發展機能性飲料，靈芝也因而發展出飲料形態。當時，「汽水、可樂、咖啡、紅

茶等西洋飲料，藉著強大的廣告進佔國內巿場」，本土口味傳統飲料（如柳橙汁、

蘆筍汁、湯桃汁、甘蔗汁、菊花茶、冬瓜茶等等）雖有一定需求，但巿場已飽和

（虞煥榮 1991）。本土廠商為開拓巿場，投入開發機能性飲料。統一、金車、愛

之味等公司推出人參靈芝飲料，國營企業台糖也投入靈芝栽培，生產靈芝飲料，

與西洋飲料爭巿場。政府日漸重視傳統中藥材的開發，台灣省農林廳農業改良場

及台東農業改良場都推出靈芝飲的罐裝飲料，相關仿冒品也面世。機能性飲料成

為巿場新寵，靈芝成為飲料配方之一。 

1990 年代中期，健康食品走向配方化趨勢，強調個殊化功能，或者換個角

度來說，食品開始強調附加功能，結合藥膳食療素材，成為具有健康意象的食品。

靈芝、花粉之類的產品，以配方形式融入食品、茶品、雞精中。過往產品強調全

面性好處，轉向個別功能性發展，譬如訴求保肝、促進新陳代謝等功能，鎖定分

眾巿場。食品業進入新階段，產品精緻化、健康化、現代化與便利化。靈芝化身

節慶禮品，成為母親節、父親節、中秋節、年節等節日的現代補品禮盒。過往呈

獻給總統，象徵祥瑞的禮物，轉變為孝敬父母，照顧健康的商品化禮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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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健康食品」的制度化──藥食曖昧性與劃界政治 

1990 年代，發生靈芝、保力胺酵素等健康食品爭議，臺灣政府藥品與食品

管制法規之侷限成為焦點。論者爭議是否將健康食品納入食品管制，抑或者獨立

立法。立法委員強力主導法規，以管理「補藥」的精神立法，促成了以「藥品」

管制規範為基礎，獨立立法的臺灣「健康食品管理法」，形成「健康食品」之法

律位階與「藥品」與「食品」平行的國際特有現象。 

1999 年 8 月 3 日，「健康食品管理法」正式施行，行政機關以實務上難以全

面管制巿場為由，限縮管理範圍，僅以「具有足以增進國民健康或減少重大疾病

危害因子之功效」之健康食品為管制對象。行政機關陸續公布相關辦法，為「保

健功效」與「醫療效能」劃出界線，逐漸劃出「健康食品」的範圍。然而，業者

認為健康食品審查過嚴，罰則過重，推動修法。2006 年「健康食品管理法修正

案」通過，衛生署於 2007 年公告魚油與紅麴之「健康食品規格標準」，健康食品

邁入「雙軌制」，即個案審查與規格標準審查兩種制度。然而，靈芝等產品因為

技術水準、標準設定、業者利益、政府風險、巿場影響等因素，產官學界無法取

得共識，難以建立「規格標準」。 

健康食品管理法強化健康食品與傳銷通路的緊密關係，也促使擁有資本的業

者更加重視「科學數據」，投資科學研究，申請健康食品認證，以此區隔對手。

國家型研究開發計劃的推動，鼓勵國內學界投入研究食品功效，產學合作趨勢日

長。健康食品走向了國家背書與科學驗證的競爭時代，靈芝被視為生物科技的明

日之星。 

楔子、靈芝：藥品？食品？健康食品！ 

靈芝是疑難雜症患者的寄託，卻也有服用後產生副作用的傳聞，引發靈芝的

定位爭議。1996 年，發生老人服食靈芝致死的案例，社會嘩然。在此個案中，

直銷商將靈芝視為妙藥，說服消費者放棄正統醫療，改服用靈芝。中醫藥委員會

官員表示，歷代中醫不以靈芝入藥，可見靈芝無療效，立場傾向靈芝為一般食品，

不必太在意療效。當時身兼消基會委員的靈芝學者許瑞祥表示，靈芝不是「藥」，

而是「健康食品」。他說國人靈芝治百病的想法並不正確，呼籲國人走出靈芝治

病的迷思。1從上述看來，臺灣社會對於靈芝有著不同認知：藥品、食品、健康

食品。 

此外，不同社會，對於靈芝的理解與管理也有所不同，但相同的是，他們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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視靈芝的巿場潛力與效能。各國將靈芝開發成「機能性食品」，日本的靈芝養生

保健品2、韓國的靈芝口服液、美國和加拿大的靈芝健康食品比比皆是，中國更

將靈芝納入藥物使用(許瑞祥 1998)。在中國，靈芝的產品形式多樣， 

除了藥品級的針劑、錠劑、膠囊、蜜丸和糖漿等，與保健食品級的膠囊、

口服液和沖劑外，亦有食品或化妝品添加靈芝者。2000年版的《中華

人民共和國藥典》也收載靈芝為法定中藥材。中國衛生部也批準靈芝為

食品新資源，從中國法律的立場確認靈芝為藥食兼用地位(林志彬 

2001:2; 許瑞祥 2005:37)。 

「藥食兼用」的問題，或者學界所謂的「藥食如一」的文化傳統，成為臺灣

政府機關的管制難題(安勤之 2008; 陳元朋; 2005; 張永健 2002)。民間所推出的

健康食品具有非藥非食，或是藥食兼俱的曖昧性，剛好成為法律管制漏洞。過往

臺灣的管制架構，是以藥品與食品的二分法作基礎，主要區分點在於「療效」。

在這樣的架構底下，1975 年公告之「食品衛生管理法」將「食品」定義為「係

指供人飲食或咀嚼之物品及其原料」3；1970 年公告之「藥物藥商管理法」（為

今日的藥事法前身）界定「藥品」為記載於「中華藥典及其他各國藥典、公定之

國家處方集，或各該補充典集之藥品」、或「用於診斷、治療、減輕或預防人類

疾病之藥品」、「其他足以影響人類身體結構及生理機能之藥品」、以及「用以配

製前三款所列之藥品」(立法院 1970; 張永健 2002; 2005; 安勤之 2008; 2010)。
4 

簡單地說，食品不得宣稱療效，官方認定食品沒有療效。藥品之相關規定與

臺灣過去偽劣藥盛行的歷史脈絡有關，只要宣稱能影響身體或生理機能者，皆為

藥品，可依法管制。至於食品的規定，是因應食品衛生與食品添加物的管理需要

而生，因此只要是吃的就納入管理。因此，在衛生署的立場來看，一般人平常要

營養均衡，而生病的人就看醫生與吃藥，並未替食品「健康功效」留下餘地。 

然而，臺灣民間卻不這麼認為，而是相信食物具有一定的效能，而這些效能，

逐漸也獲得國際學術研究的肯定。食品學者暨中華民國保健食品學會創會理事長

江文章教授指出，日本文部省於 1984 年投入「食品機能系統的解析與拓展」專

案研究計劃，至 1994 年間共進行了三次大型整合性計劃，以科學方法「證實了

食物針對特定人群具有調節生理機能、預防疾病、有利康復和增進健康功效」(蘇

遠志 2000:2; 江文章 2005:1)。全球健康食品巿場也日漸擴張，促成各國修訂食

品管理相關法規，並且投資產業巿場。在第二章中，我們曾提到日本人的科普著

作對於靈芝療效建構的影響，就更廣泛的角度來說，許多食品被宣稱為健康的，

往往都有這樣的健康食品科普著作為支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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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章處理「健康食品」在臺灣的認識論框架轉變的過程，以便討論靈芝從通

俗商品，轉為國家背書，擁有合法功效許可的「健康食品」之背景。而這些功效

許可的依據，事實上是在臺灣政府委託學界研擬，而學界參考中國及日本法規制

訂，並且經由產官學間的研討會逐步協商而成的產物。靈芝不再只是民間傳說，

而是有著科學證據與國家背書的現代商品。 

本章將指出，「健康食品」如何在藥品與食品二分的現行規範下，經由社會團

體的劃界逐競，而獲得「三足鼎立」的地位。其次，也將指出，法令對於日常生

活的影響有其極限，日常生活有自身的邏輯，並非政府「朝令」，就能促使民間

「夕改」。「健康食品」即使成為「法律名詞」，但是不透過大眾教育的過程，主

要是透過「處罰」來改變業者，而對於一般大眾來說，仍難以區分「健康食品」

與「保健食品」在法律上的不同地位。 

第一節、藥品、食品與健康食品的劃界工作 

健康食品，既意味著具有食品安全性，又具有健康效能的食品(蔡佳憓 2007)。

在這樣的「誤識」(misrecognition)底下，「健康」與「安全」成為該類產品的「使

用價值」，成為消費標的。廠商推出的健康食品通常是加工食品，而且是以特殊

劑型加工的食品。膠囊、錠粒、粉末等劑型，掩蓋了物的原始樣貌，而消費者僅

能依賴「廣告標示」，進行「符號消費」；對於符號的信任，則是建立在口耳相傳

的口碑之上，奠基於原先對於該食品的文化理解，不管是透過直銷模式，或者是

社交網絡。日常生活也成為政治領域，進入紀登斯(2002[1991])所謂「生活政治」

的範疇，我們要，吃什麼，如何吃，如何選擇，都有不同的專家為我們指點迷津。 

然而，食品爭議於 1990 年代中期陸續爆發。事件接續而來：動物飼料添加

物偽充健康食品的「保力胺酵素」事件(1995 年)5、前述的老人口含靈芝死亡案

(1996 年)、飼料用奶粉混充食用奶粉出售(1996 年)6、宣稱治癌的「鯊魚軟骨粉」

以及「褪黑激素」的藥食認定等等(立法院內政及民族委員會 2000)。7這些爭議

動搖了人們的信任，人們不只質疑商人，也質疑政府的管理能力。 

舉例來說，針對老人過世口含靈芝粉的事件，立委周伯倫質詢衛生署。衛生

署於 11 月 15 曰書面答覆該「健康食品」實為「一般食品」；傳銷商的部份洽請

公平會查處，誇大療效則依食品衛生管理法處置，不當銷售行為則分別依「公平

交易法（直銷、多層次傳銷）、廣播電視法（廣告）、刑法（詐欺）及藥事法（偽

藥）等處理」，健康食品並無專責機關管理。但也因為層出不窮的健康食品爭議，

衛生署委託中華民國營養學會進行「保健食品管理方式之研究」，並考慮健康食

品納入食品衛生管理法。8但最後因損及藥商利益，藥商施壓，衛生署無後續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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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陳育嫺 2007:45-46)。 

回顧歷史，衛生署始終未能正視健康食品，僅將其視為一般食品管理，業者

若宣傳療效則視為違法（附錄一）。1977 年，臺灣省政府衛生處函示各縣巿衛生

局「『健康食品』之定義目前各國尚無定論，凡其標示、廣告不涉及醫療效能者，

可暫准其使用」。91980 年代行政機關主張藥品與食品的二分法，也曾有立委想

推動「健康食品管理法」，但衛生署立場一致，維持二分法，並透過管制食品包

裝，區分食品與藥品；若業者以「療效」促銷魚油、大蒜精與靈芝粉等膠囊錠狀

食品，將視同偽藥取締（見後表 16 之 I）。學者專家認為，健康食品不應單獨立

法，以免間接「承認它的合法性，使業者更加誇大療效與不實廣告」，不妨置於

「特殊營養食品」管理。101994 年後，因應臺灣加入關稅暨貿易總協定，進口錠

狀、膠囊狀食品，須先辦理查驗登記，取得衛生署許可，方可輸入。11但是對於

國內製造的膠囊錠劑產品，卻無相關規定。12 

藥品與食品的二分法，是國際慣例。即使健康食品的管理逐漸走向制度化，

各國法規多將健康食品置於食品管理法規底下，傾向界定為「食品」。13臺灣原先

也欲將健康食品納入「食品衛生管理法」中管理，但最後卻獨立立法，成為「健

康食品管理法」。食品衛生處長陳樹功表示「健康食品管理法的特色，為一單獨

之立法，此與其他國家將原有法律做部分條文修正之做法顯著不同。…係世界上

獨一無二之模式」(陳樹功 2000:71)。這除了與 1990 年代臺灣的健康食品爭議以

及衛生署的不作為有關外，也與立委郝龍斌的政治介入有關。 

健康食品爭議成為立委郝龍斌的政治機會。健康食品管理法屬民生法案，就

議題來說，與食品專業的郝龍斌最為親近。14郝龍斌於 1996 年 12 月 14 日舉辦

公聽會，廣徵學界、官員及業者的意見。15郝龍斌公布一份健康食品管理法草案，

要求「健康食品需經科學驗證始得宣稱保健功效」。16在郝龍斌的積極主導下，

原先衛生署預計於 1998 年以「行政命令」公告實施的「保健食品管理辦法」，也

在立法院的朝野協商後決議作廢。17 

相較於衛生署的版本，郝龍斌的版本有健康食品「法律化」的特色。郝龍斌

企圖透過國家立法，確立「健康食品」的法律地位。在健康食品管理法草案第二

條中提到 

本法所稱健康食品，係指提供特殊營養或具有特定之保健功效，特別加

以標示或傳述，而非以治療、矯正人類疾病為目的之食品。食品以錠、

膠囊形成製作時，適用本法相關之規定。18 

「傳述」即為限制當時流行的傳直銷而設，而「錠、膠囊」的形態也是必須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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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對象，也就是既管理銷售行為，也管理物質形態。但這兩點限制在朝野協商時

刪去(陳育嫺 2007)。 

郝龍斌的版本尚有「刑責化」的特色。郝龍斌的立法動機，源於保力胺酵素

事件。19他認為衛生署懲罰過輕，與消費者的身心傷害不成比例，也提到衛生機

關放縱業者，造成巿面上劣質健康食品氾濫成災。因此，在他的草案裡，於第十

八條至第二十條賦予主管機關查驗與懲罰業者之權利；罰則除罰金，尚包括三年

以下有期徒刑(立法院內政及民族委員會 2000:1-18)。 

除了除弊，郝龍斌也希望能夠透過健康食品管理法興利。他認同食品有預防

保健功效的說法，但認為食品沒有療效，不可取代藥物治療的說法。其次，巿面

上產品成分不明，安全性疑，因此需要一套管理制度(郝龍斌 2000:66)。20他希望

為健康食品建立品牌，也就是由國家來為健康食品掛保證，建立消費信心。他說 

健康食品雖有強大的消費需求，但因為缺乏管理，良莠不齊，以致於始

終無法擺脫江湖膏藥的形象，更無法讓民眾將健康食品與高科技連結，

產生品牌信心。因此，我下定決心，要推動制訂一部『健康食品管理法』，

為食品科技界建立新形象(郝龍斌 2000:66)。 

這是郝龍斌的對外說辭，主張該法有助於食品科技界建立健康食品的高科技形象，

換言之，也就是從高科技食品的角度，想像健康食品。但是郝龍斌在訂定法條的

時候，卻是以「規範藥品」的方式，作為參考座標。他提到商品標示應 

包括內容物和添加物的名稱、成分、重量或數量、核准的功效、副作用、

攝取量以及許可證字號等等。事實上，在這個部份我們是比照藥品的規

定，原因很簡單，因為既然消費者是抱著買補藥的心理去買，而業者也

是用類似藥品的訴求去推銷，那麼用藥品的規範去規範它的標示，以免

誤導消費者就並不為過(郝龍斌 2000:67，粗體為我所加)。 

法學研究者也指出我國現行健康食品管理制度，乃是以「藥品」管制規範為基礎。

陳鋕雄與劉庭妤提到 

我國不僅承認健康食品具有保健功效，更進一步就健康食品上巿採『許

可制』，以及健康食品得宣稱保健功效背後表彰一般食品所無之『有效

性』概念，另外，食品藥物管理局所建立之『健康食品及膠囊錠狀食品

非預期反應通報系統』，也是取自藥物不良反應通報機制之觀念」(陳鋕

雄、劉庭妤 2013: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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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當時衛生署委託中華民國營養學會擬定的「保健食品管理辦法」卻是以

「食品」邏輯為出發點，並且另立「保健食品」名詞作為政府管理的對象。21這

個作法並不直接壓制或挑戰民間「健康食品」的概念，而是另立名詞（表 16 之

III）。 

因此就作法上來說，衛生署提出的版本，偏向食品這一端，希望能夠在食品

巿場當中，劃出一塊經由政府背書的「保健食品」；而郝龍斌版本則是偏向藥品

這一端，是企圖管制現有的健康食品巿場，讓所有食品都不能任意宣稱健康功能，

除非是政府許可的「健康食品」（表 16 之 IV）。換言之，衛生署版本適應巿場趨

向，在健康食品為主流的巿場，另外劃出一塊「保健食品」加以管理。郝龍斌版

本以重整巿場為目的，直接用政府「健康食品」的定義，壓制健康食品巿場。 

郝龍斌版本衝擊現存巿場，直銷業者首當其衝，因此透過不同方式阻擋法案

(陳育嫺 2007)。然而，健康食品管理法獨立立法勢在必行，因為立委將該法與

全民健保法綁在一起，衛生署權衡輕重，接受「健康食品管理法」單獨立法。在

衛生署態度轉變的情況下，直銷協會「為避免與主管機關間的關係僵立」，採取

修正法案條文的策略，刪去「傳述」部份，減低法案傷害。 

直銷協會以軟性手段與行政立法部門協商，策動阻止法案(陳育嫺 2007:57)。

直銷協會主動拜會立委，隨著一讀通過後，直銷協會成立「健康食品管理法小組」，

後派常務理事（安麗公司及丞燕公司代表）拜訪郝龍斌，希望改掉「傳述」用詞，

初始遭拒絕。立委朱鳯芝等人的提案當中，提到將「傳述」改為「宣傳」的理由

如下，「傳述之定義曖昧不明；衛生署認為搜證不易；若有人相害，則形成另一

種產業中的白色恐怖」(立法院議案關係文書 1998)。最後郝龍斌也同意修正「傳

述」及「劑型」之限制款項。 

直銷協會成功影響立法過程。1998 年 12 月 30 日，立法院朝野協商健康食

品管理法草案，主席為劉光華，協商代表為郝龍斌、丁守中與沈富雄(立法院內

政及民族委員會 2000)。22協商後草案中刪去「傳述」字眼，改為「廣告」，理由

為「定義欠明確」。其次刪去「錠、膠囊形式」之限制，理由為「形成禁止此形

態之食品存在」且委員主張「只要標示特殊營養素或具特定保健功效，則屬本法

規範」(ibid.:86)。 

就管理與罰則方面，第九條增列若廠商未通過中央主管機關的健康食品評估，

通知廠商限期改善，而非直接撤銷其許可證(ibid.:90)。刪除健康食品之宣傳廣告

一章，改列入第十四條「健康食品不得為醫療效能之標示或廣告」，理由為「管

理對象為廣告內容，而非廣告行為」，即明白表示管理「商品」而不管理「商人」。

大幅放寬對傳銷業者及健康食品業者的管制，保留產業發展空間。朝野協商後，

doi:10.6342/NTU201601133



143 
 

二、三讀皆無異議通過。1999 年 2 月 3 日，總統公布健康食品管理法(立法院內

政及民族委員會 2000:60-61; 陳育嫺 2007)，並於半年後正式生效。23 

法案內容的修改，為「健康食品」概念保留了生存空間，傳銷場合成為民間

「健康食品」概念活躍之地。「健康食品」概念，因此有了情境的分化：官方法

規定義與民間日常理解。雖然政府透過懲罰，限制民間不得公開標示或廣告「健

康食品」字眼，但是民間理解仍然存在(黃瑩純 2008:52)（表 16 之 V）。 

此外，產學界仍有指稱先前「健康食品」之需要，為了避免觸法，故將這些

尚未取得科學證據，但一般相信有功效的食品，稱為「保健食品」（表 16 之 VI）。

隨著「健康食品管理法」通過，學界鼓吹政府重視「食品的功效性」，應投資科

學研究，促進產業升級，將食品開發成有科學證據的「健康食品」。因此，1999

年 2 月臺灣政府宣布進行跨部會（國科會、農委會、衛生署與經濟部）的「保健

食品研究開發計畫」，以三年的時間，投入 12,000 萬的經費，研究保健食品的功

效。「保健食品」用語逐漸流行，民間有混用「保健食品」與「健康食品」的現

象。 

表 16 健康食品的劃界工作 

沿革 圖示 說明 

I.原先管

制架構 

 

官方的食品與藥品二分法

之管制架構 

II.民間

對健康

食品的

理解  

臺灣法律界定為食品，但

民間認為有功效的食品，

為「健康食品」。黃色部份

跨到藥品，是因為民眾將

這些食品視為藥品使用 

III.衛生

署的保

健食品

管理辦

法  

衛生署維持藥品與食品的

二分法。在食品及民間理

解的健康食品範圍裡，另

立一類官方認證的「保健

食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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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V.郝龍

斌版本 

 

用法律限制「健康食品」

字眼的使用，形成藥品與

食品的三分法 

V.健康

食品管

理法施

行後 

（法律

約束與

民間） 

 

因為官方版本僅規範廣

告，不規範傳述（傳銷）。

「健康食品」的概念並不

普及，形成法律規定的「健

康食品」概念與民間理解

的「健康食品」並存的現

象。 

民間理解被劃上Ｘ，意味

著地下化。實際上民間的

理解仍廣為存在。 

VI.行政

機關與

產學用

法 
 

為避免觸犯法規，產

官學界常用「保健食

品」代稱先前「民間

理解的健康食品」。若

是保健食品通過認

證，則可成為國家認

定的「健康食品」。 

資料來源：筆者整理 

值得注意的是，當時對於「健康食品」管理模式的想像，同時混雜了「藥品」

規範與政府「背書商品」的思維。健康食品許可證，意味著政府為業者產品背書。

為了維持背書的公信力，以及考量過往爭議層出不窮，政府「管制」商品優先於

「促進」產業。因此，政府祭出重罰管制。政府得隨時重啟評估與撤銷許可；且

可處以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併科百萬元罰金之處分。其法律嚴格之程度，被認為

「幾乎比販賣偽藥、禁藥、或未經核淮製造輸入醫療器材的罪更重」。24 

第二節、健康食品管制及其不滿 

一、管理保健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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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較於日本以「特定保健用食品」、美國以「膳食補充品」、中國以「保健食

品」為名，臺灣的「健康食品」用語，為後續行政管理造成麻煩(陳陸宏 2005:10)。
25「健康食品」具有多義性：既為法律名詞，亦為日常名詞。實際上，政府也明

白，立法也無法改變民眾的觀念。衛生署官員表示 

第一個有機會健康食品四個字要換掉，因為立了這個法也沒辦法把普通

名詞搶過來，叫一般老百姓不可以講這個東西，可是我們消費者在講話

的過程中，一般還是都講健康食品，讓通俗的語言回到通俗的語言去，

另外再創造一個新的東西，那個語言是並不是大家都懂的，所以才可以

告訴大家我創造這個東西是有經過衛生署核准的等等的概念，這樣會比

較好管理。一個名詞就好了，就叫保健食品，因為跟中國是一樣，將海

峽兩岸的東西會交流，不要讓大家去背，看到健康食品是台灣的；看到

保健食品是中國的」(黃瑩純 2008:93)。 

即使官員這麼說，但是時至今日，官方仍維持以「健康食品」為法定名詞，

而未改以「保健食品」之名管理。 

1999 年 2 月 3 日，公告「健康食品管理法」，預計於 6 個月後施行，引起衛

生署管理上的難題。該法第二條定義健康食品「係指提供特殊營養素或具有特定

之保健功效，特別加以標示或廣告，而非以治療、矯正人類疾病為目的之食品」，

但「特殊營養素」意涵不明，「業界懷疑衛生署是否連飲料添加物為維他命Ｃ都

要管」(陳柏因 2002:292)。衛生署食品衛生處的官員解釋：由於 

國際上相關法規或科學文獻均未能找到[特殊營養素的定義]，因此衛生

署在[1999年 8 月１日公布的]健康食品管理法施行細則第二條，將特

殊營養素解釋為『具有明確保健功效成分，並經中央主管機關認定者』，

以與「特定之保健功效」發生相關性」(陳陸宏 2005)。26 

衛生署認定「保健功效」非「一般功效」，故於健康食品管理法施行細則第

三條「將特定保健功效解釋為『具有足以增進國民健康或減少重大疾病危害因子

之功效，並經中央主管機關認定者』」(陳陸宏 2005)。因此，諸如「壯陽」、「減

肥」、「豐胸」產品，衛生署認定非屬「特定保健功效」，故以一般食品管理（表 17

之 I）。 

衛生署依據「健康食品管理法施行細則」，於 1999 年 8 月 3 日公告與國民健

康及減少疾病危害的保健功效，為以下保健功效：調節血脂、調整腸胃、改善骨

質疏鬆、牙齒保健、調節免疫機能。健康食品未經衛生署審查通過，不可宣稱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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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保健功效。27這些功能性宣稱，也成為稽查的標準，若是業者觸碰到這些功效，

就違法。 

二、管理廣告標示 

衛生署以產品標示的修辭方式區分產品的法律定位。對於衛生署來說，可透

過語義程度的差別，區分食品／健康食品／藥品，即使這些產品可能是同一種（表 

17 之 II）。食品衛生處處長陳陸宏以鈣及骨骼的關係為例說明： 

標示可以有下列三種表達方式，(1)鈣可以促進骨骼健康，(2)鈣可以減

少罹患骨質疏鬆症的風險，(3)鈣可以治療骨質疏鬆症。在第一種表達

是一般的敘述(structure/function claim)28；第二種表達方式則將疾病列入，

但是提到減少疾病的風險，這與健康食品管理法施行細則第三條所稱減

少重大疾病危害因子相符合，因此歸類於「保健功效」(health claim)；

第三種表達方式已宣稱可以治療骨骼疏鬆症（姑且不談骨骼疏鬆症可否

治療），故已是「醫療效能」(medical claim) (陳陸宏 2005)。 

衛生署為廣告標示劃出界線，商品依據其廣告標示，將被區分為不同範疇。

如果標示「改善ＸＸ的風險」，視為健康食品；出現「治療」字眼，視為藥品。 

健康食品管理法在協商之後，明訂以管理「商品」而非「商人」為原則，因

此，衛生行政部門以改善業者「商品標示」為目標。「衛生署為避免業者觸法」，

在健康食品管理法施行前，「不斷輔導改善產品上的標示或宣傳，將涉及保健功

效的字眼全都消除」（表 2 之 II.2.）。29 

表 17 行政機關為健康食品劃出界線 

沿革 圖示 說明 

I.行政機

關限制

健康食

品內容 
 

健康食品的管理範

圍，限縮為政府公布

之「特定功效」，以及

「健康食品」字眼本

身。壯陽減肥產品不

在管理之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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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藥食

管理的

劃界工

作 
 

1.以字眼與敘述方式

區分食品、健康食品

與藥品。2.官方輔導業

者更改標示，使民間

理解的健康食品轉變

為保健食品（中間近

保健食品三角區塊

處）。 

資料來源：筆者自行整理 

譬如說，衛生署食品衛生處雷姓技士至雲林輔導業者（如農會、電視購物中

心、美容業者、減肥中心等健康食品業者）時提到，不論將產品稱為「保健食品」、

「機能性食品」、「營養食品」，只要食品標示或廣告內容涉及「特殊營養素」或

「保健功效」者，就受「健康食品管理法」規範。業者不可以使用「抗癌、治癌、

養肝、強身健脾、補腦增智、豐胸、美容、減肥、瘦身、治療腸胃疾病…」等詞

句，但是可以使用「增加免疫力、增加體力、精神旺盛、幫助入睡、促進新陳代

謝、開胃、促進食欲」等等。30 

三、管制實作及其不滿 

8 月 3 日，健康食品管理法正式施行，衛生主管機關依法稽查業者，引發爭

議。衛生署未處分當時高價位的靈芝、花粉、深海魚油等產品，反而對單價數十

元的「優酪乳」開刀，認為「抑制體內壞菌」的說法影射保健效果。賣場業者嘩

然，覺得莫名奇妙，其他優酪乳業者（如統一企業）也因有類似標示，全數下架

更改包裝，並且決定檢具資料，向衛生署送件申請列為健康食品。31 

業者及立法者對「文字遊戲」式的管理感到不滿，當時媒體報導 

業者已用黑筆將涉及違規的標示塗去，並向稽查人員吐苦水說，衛生署

規定可以標示『使小便順暢』、但『利尿』卻不行，兩者有什麼差別？

簡直令人無所適從的『惡法』」。32 

郝龍斌批評衛生署輔導業者改包裝的行為是「掩耳盜鈴，讓所有該受到監督的產

品全都得以規避，衛生署也落得輕鬆」。33 健康食品管理法，僅僅是改變了產品

的「修辭」。而這些「修辭」，後來更有「食品廣告標示詞涉及虛偽、誇張或醫藥

效能之認定表」，供主管機關及業者參考。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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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字遊戲」在某些業者看起來，根本就像是文字獄。產品不是因為宣稱「功

效」而被罰，而是因為宣稱「特定功效」以及使用「健康食品」字眼才被罰。以

台北縣於該法施行後一個月內的稽查成果為例，1923 件產品，共有 6 件產品違

規，包括 

欖仁茶標示「天然健康食品」、蜂膠聲稱「增強免疫力」、北極貝「降

低膽固醇、調節血脂」、鰻精「預防骨質疏鬆」、活力蛋黃金鑽卵磷脂

「預防骨質疏鬆」、大吉寶『促進鈣質吸收、預防骨質疏鬆」。 

另有標示字眼游走法律邊緣的產品 6 件，尚待請示衛生署。35上述蜂膠聲稱「增

強免疫力」的部份，碰觸到前述媒體報導說「增加免疫力」不罰，但卻又遭遇衛

生署公告保健功效之「調節免疫機能」，未經認證者宣稱則受罰。在法規甫施行

之際，受罰或不受罰，標準似乎相當模糊，令當時業者無所適從。儘管衛生署曾

宣稱不打算興「『文字獄』，以一字一句入人於罪，不過如果這些產品合併聲稱保

健功效，仍難逃挨罰的命運」，然就地方機關而言，舉報違規的依據看起來仍是

文字的吻合。 

法律執行涉及地方行政機關的裁量權限，各地裁罰標準並不一致。在健康食

品管理法施行十天後，臺北巿則查獲了 77 件違規案；其他縣巿總合為 61 件違規

案，其中有 11 個縣巿的查獲違規案例為零，食品衛生處副處長陳陸宏為此感到

不敢置信。36相較於臺北巿，其他縣巿對於健康食品的管理，並未落實管制，給

予業者較多緩衝空間。 

四、爭議與回應 

郝龍斌批評衛生署子法逾越母法的作法。衛生署劃地自限「健康食品」適用

範圍，將一般人「認知的健康食品，像靈芝、人蔘等草本植物或蜂王乳等動物萃

取物做成的膠囊、錠劑、粉末或口服液」視為食品，與社會常識脫節。37這造成

虛應故事的現象：衛生署界定「保健功效」的範圍，並且依此範圍取締業者；但

另一方面，又輔導業者不要踏到此「保健功效」地雷區，使業者發現，只要透過

修辭轉換，就可以不受「健康食品管理法」約束。對此，郝龍斌批評衛生署「用

施行細則把自己的手腳綁起來」(郝龍斌 2000:69)。 

 行政機關則以執行能力與行政法律原則，回應立委的質疑。衛生署食品衛生

處處長陳樹功回應郝龍斌的批評，指出(1)就「保健功效」評估來說，政府能力

不足以確立證據，證明療效也非政府責任。其次，審查過寬，將使產品浮濫，損

傷政府公信力，審查過嚴，阻礙產業發展及巿場消費。(2)就「食品標示及廣告

管理之原則」，則以法律界「罪刑法定主義」之原則，故未標示為健康食品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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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宜列入健康食品管理法之範疇。此外，衛生署認為「必須是衛生署公告之保健

功效，才列入健康食品管理法之管轄」，是基於某些「健康訴求，已有國際共識，

其次，則是基於法律明確之原則，使得業者易於遵循」(陳樹功 2000:72-73)。 

此外，郝龍斌不滿衛生署未將巿場上熱銷的「減肥」、「美容」、「壯陽」

產品納入管理，但衛生署卻以這些功能與「國民保健」無關，故不納入健康食品

管理法管理，但若這些產品誇大療效，則可依據藥事法、食品衛生管理法處罰。
38然而，藥事法與食品衛生管理法，對於違法產品，只罰三千到三十萬元，比起

健康食品管理法最高可罰到一百萬元輕，只要業者不界定產品為健康食品，就能

避重就輕。 

因此，對於巿場潛在危害大的產品，反而因其定位而處罰輕。加上業者認為

健康食品安全法要求的功能評估與安全性評估門檻太高，造成合格的健康食品數

目極少，沈漢光(2002b)指出，健康食品管理法施行一年以來（從 1999 年 8 月統

計到 2000 年 7 月），共計有 58 件申請案，核發許可者有 26 件、初審後補件的有

6 件、審議後補件的 17 件，廠商撤回的有 9 件；政府核發健康食品許可產品保

健功效的 26 件產品中，腸道健康 12 件、調節血脂 6 件、免疫調節 5 件、護肝功

能 1 件、骨質保健 1 件、牙齒保健 1 件。此外尚有種種實務上的困難。39 

為此，衛生署與立法委員、產業界與學界召開數次座談會，討論簡化功效審

查程序與減輕罰則的可能性。40隨後主管機關也修正健康食品管理法相關法令，

除了比照「食品衛生管理法」修正罰則，隨後又在產業界的積極運作下，於 2006

年促成衛生署公告第二軌規格標準制度(陳育嫺 2007; 黃瑩純 2008)。41健康食品

管理的問題，除了涉及行政實作，實際上也涉及學術界的專業之爭，此點特別體

現在「保健功效」的制訂過程。 

第三節、劃出「保健功效」與「醫療效能」的界線 

衛生署自 1999 年來陸續公布健康食品管理法後，食品需經保健功效評估與

毒理學評估，經主管機關審核獲得認證後，方能成為「健康食品」。42為方便討

論，筆者整理臺灣健康食品的保健功效，及中國保健食品的保健功能相關項目。 

在 1999 年的 1 月，民生報記者報導，衛生署為了因應健康食品管理法的施

行，於 1998 年成立 

健康食品安全及功能評審委員會，並選定免疫調節、抗疲勞、抑制腫瘤、

調節血脂、血糖、牙齒保健、抗氧化、改善腸胃功能、骨質疏鬆、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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貧血、視力及護肝等十二種功效，列為首要核准目標，通過衛生署審核

的產品，也會獲得特殊認證標誌，做為消費者選購的參考。43 

1999 年 8 月 2 日，政府公布了五種功效評估辦法，包括調節免疫機能、調節血

脂、調整胃腸功能、改善骨質疏鬆及牙齒保健，並且陸續公布其他項目。44 

臺灣的健康食品的保健功效之評估辦法，多數來自中國（表 18）。45科學家

B 提到臺灣的功效評估辦法跟隨中國，由於臺灣無法驗證中藥的功能，所以不放

跟中藥有關的項目，只選擇臺灣科學家有能力評估的項目。科學家 J 則是提到，，

中國提供官方品管標準與評估方法，審查上比較不容易生爭議，比起日本採取無

國家審查標準導致學者意見不一而致延宕審查流程，中國作法較有效率，故採取

中國作法。 

中國版本的保健功效，相較臺灣多出十五項。46除了少部份用語修改，如「改

善腸胃道」寫成胃腸道功能改善，差異並不大。47論者指出，臺灣的健康食品管

理法抄襲中國的保健食品管理辦法。48 

在表 18，我們也看到兩項中國有，而臺灣沒有的項目，即改善視力與抑制

腫瘤。科學家Ｊ提到因為這些「保健功效」碰觸到「醫療效能」，而為醫師群體

反對，所以衛生署也決定不正式公告。換言之，衛生署必須為「健康食品管理法」

第二條所提「提供特殊營養素或具有特定之保健功效…之食品」與「以治療、矯

正人類疾病為目的之食品」劃出界線。 

前述已提及官方以一般敘述、保健功效與醫療效能，區分食品、健康食品與

藥品。但從歷史發展過程來看，保健功效與醫療效能之間的界限會隨行政命令的

公布而有些微變動。 

政府放寬「骨鈣」與「血糖」相關醫療效能的認定。舉例來說，比較 1999

年 7 月 31 日公告的「食品廣告標示詞句涉及虛偽、誇張或醫療效能之認定表」

以及 2005 年修訂版本(附錄一)，可以發現「詞句涉及醫療效能」的「骨鈣流失

及骨關節退化之治療及修補」一文，被刪除了。參考衛生署 1999 年公布之「健

康食品之改善骨質疏鬆評估方法」，那麼反而突顯保健功效與醫療效能區分的武

斷性。因為官方公布的「改善骨質疏鬆」是「保健功效」，而民間所說「預防骨

鈣流失」則是「醫療效能」，似乎不那麼有說服力。此外，血糖也是一例。「調節

血糖功能」是「保健功效」，「抑制血糖濃度」則是「醫療效能」。最後政府在 2005

年版本刪去了「骨鈣流失及骨關節退化之治療及修補、健胃整腸」以及「抑制血

糖濃度上升」等字詞，也就是放寬對此類功效之廣告標示之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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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決定用「保健」字眼，來區隔「保健功效」與「醫療效能」。譬如 2013

年，「改善骨質疏鬆功能」被改成「骨質保健功能」、「不易形成體脂肪功能」改

成「不易形成體脂肪保健功能」，2015 年「延緩衰老功能」改成「延緩衰老保健

功效」。政府似乎認為，只要加了「保健」兩個字，就能迴避「醫療效能」與「保

健功能」的曖昧關係。但總的來說，「保健功效」逐漸獲得合法性，政府陸續公

告，目前已有十三項評估辦法。 

就實際的管理層面來看，「醫療效能」字眼的擬定，是由學者專家組成的「廣

告標示委員會」擬定的。委員會由不同專家學者組成，什麼詞句能不能寫，是由

這些委員一起討論出來的。49原則上是擬出共識，供衛生署決議，如果有委員反

對，那麼就比較難處理。50委員會的開會過程，第一次先讓各委員交換意見，並

且表決，若無共識，則於第二次開會前，搜集各委員的書面意見，採取不記名的

方式，供各委員參考，再於會議中表達意見。視實際情況，最後彙整意見供衛生

署參考，由衛生署裁決公告，作為裁罰業者不實廣告標示之依據。若業者不服裁

服，可提起訴願。衛生署召開訴願委員會，裁定該行政處分是否恰當。在行政處

分層次，一般敘述、保健功效與醫療效能的判斷，仍保有一定彈性的裁量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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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8 臺灣及中國的保健功效比較表 

臺灣的健康

食品功效性

評估方法 

發布日期 

（修正日

期） 

民生報紀錄

衛生署公告

(1999 年 1

月) 

中國衛生

部 1997 年

版本 

中國保健食

品功能 

（臺灣蘇遠

志教授 2000

年版本） 

中國衛生部

2003 年版本 

調節血脂功

能評估方法 

1999.8.02 

(2003.8.29;

2007.7.18) 

調節血脂 調節血脂 

 

調節血脂 輔助降血脂 

免疫調節功

能評估方法 

1999.8.02 

 

免疫調節 免疫調節

功能 

免疫調節 免疫調節功能 

牙齒保健功

能評估方法 

1999.8.02 牙齒保健 缺 防齲護齒 缺 

胃腸道功能

改善評估方

法；胃腸功能

改善評估方

法 

1999.8.02 

(2003.8.29;

2003.11.17) 

改善腸胃功

能 

改善腸胃

道(促進消

化吸收、

改善腸道

菌群、潤

腸通便、

保護胃黏

膜)；(調節

腸道菌群

功能) 

改善腸胃道 

 

調節腸道菌群

功能 

改善骨質疏

鬆評估方

法，102 年 2

月 5 日改為

骨質保健功

效評估方法 

1999.8.02 

(2003.8.29;

2013.2.05) 

骨質疏鬆 

 

 

改善骨質

疏鬆 

增加骨密度 增加骨密度功

能 

  抑制腫瘤 抑制腫瘤 抑制腫瘤 已刪除 

  視力 改善視力 改善視力 緩解視疲勞 

調節血糖功

能評估方法 

2000.7.31 

(2007.7.18) 

血糖 

 

調節血糖 調節血糖 輔助降血糖功

能 

護肝功能評

估方法(針對

化學性肝損

傷) 

2000.7.31 

(2003.8.29) 

護肝 對化學性

肝損傷有

輔助保護

功能 

 

對化學性肝

損傷有保護

作用 

對化學性肝損

傷有輔助保護

功能 

doi:10.6342/NTU201601133



153 
 

臺灣的健康

食品功效性

評估方法 

發布日期 

（修正日

期） 

民生報紀錄

衛生署公告

(1999 年 1

月) 

中國衛生

部 1997 年

版本 

中國保健食

品功能 

（臺灣蘇遠

志教授 2000

年版本） 

中國衛生部

2003 年版本 

抗疲勞功能

評估方法 

2003.8.29 抗疲勞 抗疲勞 抗疲勞 緩解體力疲勞 

延緩衰老功

能評估方法

(104 年 7 月 9

日停止適用) 

延緩衰老保

健功效評估

方法 

2003.08.29 

(2015.7.09) 

抗氧化 延緩衰老 抗氧化 

 

抗氧化功能 

促進鐵吸收

功能評估方

法 

2006.10.05 改善貧血 改善營養

性貧血 

改善營養性

貧血 

改善營養性貧

血 

輔助調節血

壓功能評估

方法 

2006.10.05 缺 調節血壓 調節血壓 輔助降血壓功

能 

輔助調整過

敏體質功能

評估方法 

2007.7.12 缺 缺 缺 缺 

不易形成體

脂肪功能評

估方法(102

年 10 月 23

日停止適用)  

2007.7.12 缺 減肥 減肥 減肥功能 

資料來源：筆者整理自衛生福利部51；鍾蓮芳、吳佩蓉(1999)；中華人民共和國

國家標準 保健(功能)食品通用標準 GB 16740-1997；嚴衛生、何來英(1999)；蘇

遠志(2000:44)；中國衛生部「保健食品檢驗與評價技術規範」(2003)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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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健康食品規格基準與靈芝標準化困境 

一、健康食品規格標準的歷史根源 

自 1999 年健康食品管理法公布以來，各界要求修法的聲音不斷。在相關利

益團體的運作下，2006 年立法院通過「健康食品管理法修正案」，改以「雙軌制」

管理健康食品(陳育嫺 2007)。原先，政府採取的是「個案審查制度」，也就是由

衛生署公布十三項保健功效評估辦法，業者需依產品欲訴求之保健功效，進行毒

理（安全）與功效相關實驗，再由政府審核，發給「衛署健食字第 A00000 號」

字樣。新增的「規格標準制度」，則是針對科學上已確知具有保健功效的成分，

為了降低業者的實驗成本而擬定的審查制度。53潘子明教授指出「一般能使用第

二軌的規格標準審查者，必須符合下列條件：該產品之功效機轉明確；該產品之

有效成分明確；該有效成分之分析方法已建立」。54在此前提下，衛生署於 2007

年公告施魚油與紅麴健康食品兩種規格標準，規格成分分別為ω-3 脂肪酸與

monacolin K，通過審核者，可於商品上標示「衛部健食規字第 000000 號」字樣。 

實際上，推動健康食品建立規格標準，有其歷史根源。551988 年，臺灣健康

食品業者組成「健康食品協會」，希望督促政府單位訂立法規管理。56該協會不

僅自製標章，也於 1989 年的消基會檢驗巿售靈芝產品案後召開公聽會，希望催

生靈芝的國家標準。57健康食品協會於 1990 年節譯了日本健康食品協會的《健

康食品規格基準》一書，收錄鈣加工食品、靈芝加工食品等多項加工食品的規格

基準(中華民國健康食品協會 1992[1990])。58在此不妨簡述當時日本對靈芝加工

食品的規格基準要求。 

就靈芝的規格基準來說，日本人認為「無論外觀、性質或原形為切開、粉末

狀、顆粒狀、粒狀、塊狀、液狀或漿狀，只要是『靈芝的加工食品』及『含有靈

芝的食品』皆符合此規格基準」。日本人界定靈芝為擔子菌類帽菌族多孔菌科胡

孫眠（Ganoderma Lucidum (Fr.) Karst.）的子實體，接著以靈芝成份的含有量，區

分「靈芝加工食品」（產品的靈芝成份含有量大於 50%）與「含有靈芝的食品」

（產品的靈芝成份在 30%到 50%之間）。就製造規格來說，界定外觀、性質、成

分含有量、殘留農藥量及重金屬與細菌的數量，並且規定製造與加工、標示與廣

告等方面的基準，並列出檢驗規格基準之試驗方法（以靈芝酸的特定成份含量為

標準）(中華民國健康食品協會 1992[1990]:25-48)。 

即使有日本經驗可供參考，但臺灣仍舊未訂出規格標準。產官學界寄望國科

會「靈芝大型研究計劃」能為靈芝訂定規格標準，但該計劃卻以失敗告終，使部

份業者開始轉向投資科學研究及推廣的工作（見第三章及第四章的討論）。經過

十餘年，隨著健康食品管理法通過，因通過件數太少，業者希望修改健康食品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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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法，推行「規格標準制度」，以便擠身「健康食品」業者行列。2002 年，衛生

署已委託專家學者進行靈芝等產品的健康食品規格標準的研究。592006 年，健

康食品管理法修正案三讀通過，2007 年衛生署公布魚油與紅麴的規格基準。 

二、指標成分的抉擇與產官學之價值競技 

筆者整理不同的資料來源，發現衛生署曾提出建立魚油、紅麴、乳酸菌、難

消化糊精、靈芝等「規格標準」，但最後卻只訂出魚油與紅麴的標準。60為什麼

有的物質可以建立規格標準，有的物質不行呢？61 

首先，我們檢視政府公布的魚油與紅麴的規格標準（表 19）。就適用範圍來

看，魚油限定原料來源為「傳統供食用之魚類」；而紅麴則限以米培養的為主。

至於規格成分，兩者都限定了特定的指標成分，如ω-3脂肪酸，以及monacolin K，

而紅麴部份更附帶提及 citrinin 的含量上限。Citrinin 就是紅麴毒素，在衛生署的

公告版本中，我們看到像是 eicosapentaenoic acid 這樣的單字，衛生署都附上了

中文名稱，但是 citirinin 卻未註明中文名稱「紅麴毒素」。筆者認為，一方面我們

固然可以說，這是因為訂定紅麴規格的委員們，或許與訂定魚油規格的專家不同；

但另一方面，我們卻也可以解讀成「健康食品」不應該提到「毒」相關的字眼，

所以改以英文名稱委婉表示。進一步來看，紅麴與魚油都規定了攝取量的上下限，

下限提醒我們有效的劑量，上限則提示了可能會帶來副作用的劑量。筆者曾經指

出，美國以劑量高低區分紅麴是否屬於藥品或是食品(安勤之 2008)。此處健康

食品規格標準也有著相同的邏輯，一定劑量以下，不應該視為健康食品（而只能

說是食品，因為不見得有效），超過一定劑量，不應該視為健康食品（因為可能

太有效，以致產生副作用）。「毒」與「藥」的概念，隱藏在「健康」概念之後，

而我們的衛生主管機關，卻未列出產品過量服用可能有的副作用（例如：影響凝

血機能）。 

上述兩項健康食品，能夠訂出規格標準，是因為它們在指標成份上較無爭議，

譬如ω-3 脂肪酸與 monacolin K 都具備調節心血管機能，效用明確。但是「靈芝」

要建立規格標準就遇到很多麻煩。這些麻煩包括品種、栽培方式、加工過程與有

效成分的界定爭議。關於品種，臺灣常見的赤芝就有兩個品種 Ganoderma 

Lucidum 與 Ganoderma Tsugae；栽培方式包括野生與人工栽培，而人工培養又分

子實體栽培與菌絲體液態培養；就加工方式來說，飲料或者膠囊錠劑，是否要訂

出形態規格；有效成分是多醣體還是三萜類，而多醣要如何定量，三萜類的化合

物多達兩百種，何者才適合作為巿場規格，也有爭議，更不用提業者或者國內相

關的實驗室，是否擁有相關的標準品作為規格開發的基礎。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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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9 魚油與紅麴的健康食品規格標準 

 魚油健康食品規格標準 紅麴健康食品規格標準 

適用

範圍 

本標準適用之魚油產品（以下簡稱產品）為

以傳統供食用之魚類萃取製成粉狀、膠囊或

錠狀之食品。前項產品除加工必要使用之抗

氧化劑或賦型劑外，應屬單一配方。 

本標準適用之紅麴產品

（以下簡稱產品）為利

用米進行紅麴菌培養並

予乾燥，直接製成粉

狀、膠囊或錠狀之食品。 

規格

成分 

(1)所含ω-3 脂肪酸之純度應為百分之三十至

五十。 

(2)、每日攝取量所含之ω-3 脂肪酸至少應達

一．０克，但不得超過二．０克。 

前項所稱之ω-3 脂肪酸應為三酸甘油酯型

式，純度以二十碳五烯酸（eicosapentaenoic 

acid，EPA）及二十二碳六烯酸

（docosahexaenoic acid，DHA）總和計算。 

(1)每日攝取量所含之

monacolin K 至少應達

四．八毫克，但不得超

過十五毫克。 

(2)所含之 citrinin 含量濃

度應低於百萬分之二(2 

ppm)。 

檢驗

方法 

前條第一項規格成分之檢驗方法，應以國內

或國際間公認之方法為之。 

前條第一項規格成分之

檢驗方法，應以國內或

國際間公認之方法為之 

資料來源：衛生福利部網頁 

因此，單單與魚油及紅麴相比較，決定何者才是有價值的「指標成分」，就

是個大問題。從 1989 年消基會檢驗靈芝的有效成分，到後來國科會的靈芝大型

研究計劃，到 1990 年代晚期雙鶴與葡萄王的靈芝大戰，都表明為靈芝產品設定

標準之困難。當中除了技術問題（原料鑑定、加工水準與實驗室發展水準），標

準設定（多醣或三萜類的標準如何設定）也涉及不同業者的利益（見第四章雙鶴

與葡萄王的靈芝有效成份大戰的討論）。63 

再者，就學理與實務來說，健康食品的規格標準背後，涉及的是單一成分對

單一功能的想像，但是靈芝產品在臺灣已有經「個案審查」程序，以不同指標成

分獲得不同功效認證的健康食品。何種功能及何種成分可作為靈芝的規格標準，

不僅在實務上難以界定，更會引發已投資大筆金錢取得多項認證的業者之不滿。

因此，時至今日，政府依舊難以建立靈芝的規格標準。 

對於政府來說，「規格標準」的問題也必須考慮為企業背書的風險。科學家

Ｊ說「你政府背書以後，萬一出問題怎麼辦？你也知道，業界不會那麼乖的，加

工製造條件都會變來變去，不會說一定什麼方法作的」，如果企業因應巿場，改

變加工方式，政府是否還能擔保產品的功效，其次，產品會不會因加工方式，造

成新的風險。對於健康食品的管理，不只是核發認證許可，更涉及如何維持政府

doi:10.6342/NTU201601133



157 
 

公信力。 

就巿場面來看，政府推出「規格標準」，巿面上掛著「健康食品認證」的同

質商品逐漸增加，商品同質化降低企業利潤。科學家Ｊ提到「第二軌紅麴通過了

嘛，能夠賺多少錢？一個毫毛。你沒有通過，也是照講，有差嗎？後來東西又有

什麼紅麴香腸，好吃就好啦」。換言之，企業產品並不會因為掛了「規格認證」，

就能直接轉換成為巿場商機，企業仍舊必須面對競爭。此外，某些企業反對新規

格標準，因為若開放新的規格標準，將損及既有「健康食品認證」效益。政府自

2007 年公布魚油及紅麴的規格標準後，因前述原因，未再公布新規格標準。 

小結、健康食品、傳銷產業與科技商機 

自 1999 年 8 月施行「健康食品管理法」後，業者將高單價產品，由「廣告」

轉向「傳銷」通路。當初郝龍斌等人在朝野協商過程拿掉「傳述」，僅限制「廣

告」，加上廠商的理性選擇，使健康食品與傳銷通路的關係更加緊密。業者指出，

只是將貨舖到店頭，業績有限，「具有療效的健康食品，需要說明與教育」。64即

使是有能力打廣告的大企業，也認為健康食品最適合以傳銷方式銷售。葡萄王生

技產品行銷總監許昭成表示，「在法令的規範下，最大的挑戰就是如何透過大眾

傳播將保健食品的功效點到為止，又能說服消費者」；他提到「即使是拿到認證，

能夠說的話也有限」，因此直銷通路「以面對面方式暢所欲言」是較好的選擇。65 

然而，隨著「健康食品管理法」的實施，業者的「暢所欲言」，也越來越仰

賴「科技」妝點。譬如說，傳銷業者鎖定相關基金會或醫療機構，推廣健康教育，

投資科學研究，輔銷產品與建立品牌形象。66國內產業界投入提高物種產能及附

加價值的行列。以靈芝為例，若是能透過實驗技術提高靈芝有效成份產量，就能

提升產品價值，拉高價格。67新的科技與有效成份的發現，成為左右巿場的槓桿。 

除了產業界開始重視科學研究，以及與醫療機構結盟外，政府在學者鼓吹下，

大張旗鼓地投入生技產業，而健康食品的開發成為生技產業的重要環節。1997

年行政院召開生物技術產業策略(SRB)會議之後，經濟部推動中藥開發投資，鼓

勵國內業者投入。2000 年，行政院第四次 SRB 會議決議，提出「加強生物技術

產業推動方案」，未來五年投入 200 億元發展生物科技產業，推動台灣成為 21

世紀生物科技島。68國科會、農委會、衛生署與經濟部則推動跨部會的「保健食

品研究開發計劃」三年計劃，研究保健食品的功效與安全，開發適合國人的保健

食品[或健康食品]。69  

靈芝的科學研究，也鼓舞了產業界。2000 年，第三屆全球華人中草藥研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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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召開，學者發表靈芝多醣體抗腫瘤實驗成果，國內醫界持續關注靈芝，投入靈

芝的基因研究，認為若能解碼基因，將有利於未來的研究與發展。靈芝業者相信

能以科學實驗證明靈芝的功效，靈芝業者積極申請健康食品認證。70技術科學成

為巿場競爭，區隔對手的手段，特殊成分的發現被視為有利商機。71靈芝產品經

歷功能轉型：從抗腫瘤的中草藥，轉變為具備護肝、延緩衰老、調節免疫、預防

過敏等保健功效的健康食品。靈芝也隨著國內疫情的流行(SARS 或 H1N1 之類)，

業者將其打造成「健康守護者」，守護家人健康。1990 年代傳銷小頭家的競爭時

代逐漸落幕，迎面而來是大企業間的角力，各憑技術科學、宣傳辭令以及官方認

證相互較勁。下一章，將以靈芝產品所取得的健康食品認證之保健功效為例，探

討中草藥、健康食品與科學研究的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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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一：健康食品管理法立法前史 

1980 年代，行政機關主張藥品與食品的二分法。衛生署面對日益擴張的健

康食品或非法藥品的廣告，除了以「食品衛生管理法」罰款，也曾投入六百萬，

企圖以「反廣告」蓋過廠商的「廣告」，建立民眾「食品不是藥品」與「生病看

醫生」的正確觀念。72民眾認為這是公權力不彰的表現，批評應依法強化取締工

作才是正途。73然而，「反廣告」並未使違法廣告消失，加上衛生機關加強檢緝，

反而促使業者從「廣告促銷」轉而採取「直銷」作為「健康食品」的流通管道。
74此外，風頭過後，業者仍持續打廣告，有意與衛生單位「鬥法」。75 

行政機關加強查緝，但立法院的委員則想推動「健康食品管理法」，讓政府

為健康食品掛保證。1987 年 5 月份，立法委員黃正一等人，於立法院院會中質

詢行政院，促請衛生主管單位儘速研擬「健康食品管理法」，加強管制，杜絕魚

目混珠的不健康食品。黃委員主張「食品衛生管理法」已不合時宜，並於理由中

提到日本業者透過自行組織「健康食品協會」，核發標準，確保消費者「知」的

權利，以此為據，希望「在衛生主管機關檢驗合格的標章證明下，讓國人安心購

買真正有益健康的食品」。76值得注意的是，立委黃正一，同時也是偉新國際興

業有限公司(1985 年成立)的董事長，是以銷售鑽石起家的傳銷事業，1988 年推

出靈芝、蜂王乳與花粉等天然營養補充品(劉泰華 1999)。77因此，我認為兼具業

者身份的立法委員，希望透過「政府認證」，排擠其他業者，提高自家健康食品

的競爭力。 

立委質詢未果，衛生署仍主張食品與藥品的二分法。衛生署於 1988 年 7 月

22 日函復「健康食品以天然食品為原料，不經化學加工方法而調製成之天然食

品，用以補充長期食用精製食品之不足。究其本質而言，與一般食品並無二致」，

又曰「依食品衛生管理法第二條規定：『本法所稱食品，係指供人飲食或咀嚼之

物品及其原料。』『健康食品』亦屬該法規規範之圍，殆無疑義」。78主管機關主

張健康食品屬於食品，毋需另立法規管理。 

1990 年 1 月 1 日，衛生署明訂食品製造廠商在膠囊錠狀食品的外包裝及標

籤上顯著標示「食品」字樣，方便消費者辨別。79該年 4 月，臺北巿政府也針對

「巿售所謂健康食品（錠或膠囊食品）」進行抽驗，並將不合規定的廠商名單刊

於臺北巿政府公報，不合規定的原因包括未依規定內容標示，以及仿單涉及療效。
801991 年，廠商以「療效」促銷魚油、大蒜精、靈芝粉及各種錠狀食品，衛生署

認為業者強調療效，即是視商品為「藥品」，衛生署認定為「未經核準新藥」，依

「藥物藥商管理法」視同「偽藥」取締，情節嚴重者撤銷營業許可執照。81同時，

衛生署也召開座談會，業者於會中普遍同意，不以療效訴求，銷售「錠狀及膠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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狀」的健康食品。821993 年監察院針對衛生署未訂定有關規定管制「健康食品」

提出調查報告，衛生署回應「健康食品」為一商品名詞，應視為一般食品。83雖

然「食品衛生管理法」難以規範不當銷售行為，然而各主管機關，仍可依違法情

節，「分別以公平交易法（直銷、多層次行銷）、廣播電視法（廣告）、刑法（詐

欺）、藥物藥商管理法（偽藥）等法規予以適法處分遏止」，不認為有就「健康食

品」另訂管理法規之必要；此外，該署也主張各主管機關應執法從嚴，毋枉毋縱。
84 

1993 年 7 月，立委郁慕明於立法院舉行「食品/藥品，一線之隔」公聽會，

討論食品與藥品的區分。該公聽會召開之緣由，是因為業者進口的健康食品，被

衛生單位認為違法，因此尋求郁慕明的幫助。台北巿衛生局蕭東銘科長指出，該

公司的健康食品含有「可樂子、梧桐葉等藥物成分，不算食品，而是藥物，必須

向衛生局申請查證登記」，並且「要求兩個月內回收產品」。85但業者認為該產品

於生產國已食用上百年，無安全顧慮，不服裁罰，說服民意代表於立法院召開公

聽會。業者主張「藥品及食品之間的『灰色地帶』，衛生署並未釐訂界線，使他

們無所適從；衛生署及消基會則強調，為保障全體國人飲食安全，食品就是食品，

絕不可宣稱療效，讓消費者誤以為是藥品而上當」。86北醫教授楊玲玲則指出國人

與外國人體質有差異，飲食安全不能相比擬；台大公衛所邱清華教授說則認為食

品冠上「健康」或「機能性」的宣稱並不恰當；消基會董事長章樂綺反對食品以

錠劑或膠囊形態出現。隨著臺灣加入關稅暨貿易總協定，衛生署於 1995 年初要

求進口錠狀、膠囊狀食品，必須先辦理查驗登記，取得衛生署許可證後，才可輸

入，以便進行管制。871996 年後，健康食品另行立法，就此進入本章主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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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二：食品廣告標示詞句涉及虛偽、誇張或醫療效能之認定表版本

比較 

民國 88年 07 月 31 日衛署公告版

本 

94 年 3  月 31 日衛署修訂版本 

一、語句涉及醫療效能 

(一) 宣稱預防、改善、減輕、診斷或

治療疾病或特定生理情形： 

例句：治療近視。恢復視力。骨鈣流

失及骨關節退化之治療及修補。健胃

整腸。防止便秘。利尿。改善過敏體

質。壯陽。強精。減輕過敏性皮膚病。

治失眠。防止貧血。降血壓。改善血

濁。清血。調整內分泌。防止提早更

年期。 

(一) 宣稱預防、改善、減輕、診斷或治

療疾病或特定生理情形： 

例句：治療近視。恢復視力。防止便秘。

利尿。改善過敏體質。壯陽。強精。減

輕過敏性皮膚病。治失眠。防止貧血。

降血壓。改善血濁。清血。調整內分泌。

防止提早更年期。 

(二) 宣稱減輕或降低導致疾病有關

之體內成分：例句：解肝毒。降肝脂。

抑制血糖濃度上升。 

(二) 宣稱減輕或降低導致疾病有關之

體內成分：例句：解肝毒。降肝脂。 

(三) 宣稱產品對疾病及疾病症候群

或症狀有效：例句：改善更年期障礙。

消渴。消滯。平胃氣。降肝火。防止

口臭。改善喉嚨發炎。祛痰止喘。消

腫止痛。消除心律不整。解毒。 

(三) 宣稱產品對疾病及疾病症候群或

症狀有效：例句：改善更年期障礙。消

滯。平胃氣。降肝火。防止口臭。改善

喉嚨發炎。祛痰止喘。消腫止痛。消除

心律不整。解毒。 

(四) 涉及中藥材之效能者：例句：補

腎。溫腎(化氣)。滋腎。固腎。健脾。

補脾。益脾。溫脾。和胃。養胃。補

胃。益胃。溫胃(建中)。翻胃。養心。

清心 (火)。補心。寧心。瀉心。鎮心。

強心。清肺。宣肺。潤肺。傷肺。溫

肺 (化痰) 。補肺。瀉肺。疏肝。養

肝。瀉肝。鎮肝 (熄風) 。澀腸。潤

腸。活血。 

(四) 涉及中藥材之效能者：例句：補

腎。溫腎(化氣)。滋腎。固腎。健脾。

補脾。益脾。溫脾。和胃。養胃。補胃。

益胃。溫胃(建中)。翻胃。養心。清心 

(火) 。補心。寧心。瀉心。鎮心。強

心。清肺。宣肺。潤肺。傷肺。溫肺 (化

痰) 。補肺。瀉肺。疏肝。養肝。瀉肝。

鎮肝 (熄風) 。澀腸。潤腸。活血。 

(五) 引用或摘錄出版品、典籍或以他

人名義並述及醫藥效能：例句：「本

草備要」記載：冬蟲夏草可止血化痰。

「本草鋼目」記載：黑豆可止痛、散

五臟結積內寒。 

(五) 引用或摘錄出版品、典籍或以他

人名義並述及醫藥效能：例句：「本草

備要」記載：冬蟲夏草可止血化痰。「本

草綱目」記載：黑豆可止痛、散五臟結

積內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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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詞句未涉及醫藥效能但涉及虛偽誇張或易生誤解 

(一) 涉及生理功能者：例句：增強抵

抗力。強化細胞功能。增智。補腦。

增強記憶力。改善體質。解酒。清除

自由基。排毒素。分解有害物質。 

(一) 涉及生理功能者：例句：增強抵

抗力。強化細胞功能。增智。補腦。增

強記憶力。改善體質。解酒。清除自由

基。排毒素。分解有害物質。 

(二) 未涉及中藥材效能而涉及五官

臟器者：例句：保護眼睛。保肝。增

加血管彈性。 

(二) 未涉及中藥材效能而涉及五官臟

器者：例句：保護眼睛。增加血管彈性。 

(三) 涉及改變身體外觀者：例句：豐

胸。預防改善乳房下垂。減肥。塑身。

增高。使頭髮烏黑。延遲衰老。防止

老化。改善皺紋。美白。 

(三) 涉及改變身體外觀者：例句：豐

胸。預防乳房下垂。減肥。塑身。增高。

使頭髮烏黑。延遲衰老。防止老化。改

善皺紋。美白。 

(四) 涉及引用本署相關字號，未就該

公文之旨意為完整之引述者：例句：

衛署食字第 88012345 號。 

(四) 引用本署衛署食字號或相當意義

詞句者：例句：衛署食字第

◎◎◎◎◎◎◎◎◎◎號。衛署食字第

◎◎◎◎◎◎◎◎◎◎號許可。衛署食

字第◎◎◎◎◎◎◎◎◎◎號審查合

格。領有衛生署食字號。獲得衛生署食

字號許可。通過衛生署配方審查。本產

品經衛署食字第

◎◎◎◎◎◎◎◎◎◎號配方審查認

定為食品。本產品經衛署食字第

◎◎◎◎◎◎◎◎◎◎號查驗登記認

定為食品。 

三  詞句未涉療效及誇大 （以下未更動，故不錄） 

資料來源：衛生福利部福利法規檢索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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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認證保健功效──政府管制、科學實驗標準與靈芝

健康食品 

1999 年「健康食品管理法」施行，制度變革，促進產官學合作：政府機關

需要學者制訂標準與審查評估，廠商仰賴學者執行實驗，學者投入健康食品的實

驗與研究。本文以靈芝的四項保健功效為例，探討產官學的互動模式，勾勒臺灣

健康食品保健功效的知識生產形態，提出「認證科學」的觀念，並與 Jasanoff 提

出的「管制科學」以及「研究科學」之觀念對話。這四項保健功效的分析，點出

了「品質管制」不同於「學術研究」，業者以及國內評估機構，能否以經濟有效

的方式滿足評估程序是制訂評估辦法必須考慮的因素，這些因素包括產業條件、

廠商意願、試驗中心評估能力，以及實驗細節（老鼠種類、性別、疾病模式的選

擇、給藥劑量）。健康食品由於有著藥食曖昧性，因此，官方透過特定字眼，如

「保健」、「輔助」、「人體試食」，區分保健功效與醫療效能，並且建立「健康食

品」的合法基礎。靈芝的療效除了擁有文獻典籍、見證以及科學證據的正當性依

據外，也有國家背書的合法性基礎。靈芝從 1970 年代的仙丹或毒藥、1980 年代

的抗癌藥品、1990 年代的大眾商品，到 2000 年代的健康食品，成為藥物另類現

代性的具體案例。1 

楔子、靈芝「健康食品」時代來臨 

健康食品管理法促使業者更有意願升級設備或與相關企業結盟合作。然而，

取得認證耗時費資，不同業者發展出不同因應策略：包括投資研發或企業結盟，

以便提升技術能力，避免在取得國家認證的進度上落後對手。2至於規模較小，

未打算或無能力申請健康食品認證的業者，產品仍維持以「食品」規格上巿。3 

設備升級或企業結盟的趨勢，也反映在靈芝產業。提升設備的業者如雙鶴公

司、葡萄王與佳格食品，由自家工廠製造靈芝產品。尋找結盟關係的業者，則如

統一企業（與科達製藥）或美商如新華茂公司（與杏輝藥品及明通製藥），皆與

藥廠合作，生產靈芝產品。4 

自從健康食品管理法通過以來，至 2016 年 1 月底為止，政府共發出 353 張

健康食品許可證字號，其中通過個案審查的「健食字」字號有 294 項；通過規格

標準審查取得「健食規字」字號著 59 張（關於規格標準，見第五章第四節討論）。

靈芝類產品共取得 10 張認證，包括雙鶴、如新華茂、葡萄王、統一、佳格等 5

家公司取得，皆為健食字字號。靈芝類產品分別取得了政府許可的四種保健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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免疫調節、護肝、輔助調整過敏體質，以及延緩衰老（見附錄二）。5共計有 8 項

產品，其中 6 項產品各 1 張許可證，而有 2 項產品同時取得 2 張許可證。廠商申

請許可的保健功效相關成分，包括靈芝多醣體、靈芝三萜類、靈芝粗多醣體、靈

芝酸 a,b,c…與多醣肽（分子量 20 萬以上）。可以標示於產品上的保健功效宣稱，

與廠商進行實驗項目的多寡而有差異，以免疫調節為例，雙鶴公司的極品靈芝可

宣稱 5 項保健功效，而如新華茂超級靈芝，僅能宣稱 3 項保健功效。可宣稱功效

的多寡，後來成為商業競爭的比較指標，本文將於第七章進一步討論。重要的是，

相較於坊間所稱的靈芝功效，這四項「保健功效」因其擁有國家背書，而擁有合

法基礎。靈芝功效不再是民間傳說，而是獲得現代國家承認的宣稱。這些功效的

建構過程，是本章焦點。 

本章分析保健功效合法性建構歷程。我會先介紹健康食品評估流程，提供背

景知識；接著分析靈芝獲得的四項保健功效，分析「保健功效」形塑過程的爭議，

並且點出產官學間的互動關係；最後探討臺灣「製造健康食品保健功效」的知識

生產邏輯，以及勾勒產官學互動的角色形態，並且以「認證科學」來界定臺灣打

造健康食品的知識生產過程。6「認證科學」，指的是產品在商品化的過程當中，

經由產官學界的協商互動，最後透過政府認證，取得可信度時，科學所扮演的角

色，文末並比較「認證科學」與「管制科學」(Jasanoff 1990)的異同。 

第一節、健康食品評估流程辦法簡介 

1999 年 8 月 3 日實施「健康食品管理法」，規定欲使用「健康食品」字眼，

宣稱各項「保健功效」，必須取得政府許可。衛生主管機關規定申請健康食品認

證的流程為：廠商完成產品安全評估報告以及保健功效評估報告後，並附上相關

資料文件送交衛生主管機關，由受委託單位（財團法人醫藥工業技術發展中心）

進行文件初審（行政審查），再由健康食品審議委員會審議產品之安全評估報告

及功效評估報告（專業審查）。7評估成果再由受託機關審核評定審查結果（通過、

補件或駁回），並通知廠商將產品送驗，確認功效成分，符合規定者，核發許可

證；不合格者，通知廠商未核准原因或補件(蕭東銘 2006)（見圖 19）。8 

健康食品的功效宣稱，必須要有科學證據支持，因此「如何提出科學證據以

支持該健康食品有其所宣稱之功能，將是[政府]把關的重要工作」(林璧鳯 

1999:5)。科學證據指的是對該健康食品的安全評估與功效評估兩部份。 

在安全評估方面，依照該產品形式分為四類：傳統食用且為通常加工形式、

非通常加工食品形式（如膠囊錠劑）、非傳統食用（譬如新的素材）、含致癌類似

物，而對安全性評估有不同的實驗要求。 

在功效評估方面，衛生署陸續公布了 13 種保健功效評估方法（各方法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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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請參閱第五章第三節表 3）。9這些評估辦法是由專家學者組成的「保健食品

安全評審委員會」及「保健食品功能評審委員會」（後更名為「健康食品審議委

員會」）於 1999 年後陸續研訂。10前者的召集人為臺灣大學醫學院毒理學研究所

翁祖輝教授；後者的召集人為臺灣大學食品科技研究所江文章教授。11  

江文章教授當時擔任中華保健食品學會[後於2001年更名為臺灣保健食品學

會] 12理事長，受衛生署委託，召集相關專家學者建構建構保健功效評估辦法，

包括食品、營養、醫學與藥學等不同領域的專家。13我特別提到「保健食品學會」

的資訊，是想說明政府擬訂健康食品管制政策，極為仰賴保健食品學會提供的社

會網絡與學術能力，甚至到缺乏自己行政主張與判斷的地步（科學家Ｌ與Ｊ）。 

相較於安全性，社會各界更關注健康食品的功效宣稱，因此本章以健康食品

的保健功效宣稱作為分析主軸，探索「認證科學」的特性。我以靈芝取得的四項

保健功效為例，分析產官學界如何協商出可行的「認證」標準。這四項保健功效

評估方法，就法規層面來看，有公布時序先後的特性，如免疫調節 1999 年、護

肝 2000 年、延緩衰老 2003 年以及輔助調整過敏體質 2007 年。靈芝的特殊性在

於，它在前三項保健功效，都是第一個取得許可證的產品（分別於 2000 年、2002

年、2005 年），至於輔助調整過敏體質的認證，則於 2009 年取得。14因此，靈芝

可說是前三項評估辦法的試金石，而受政府或產業委託進行評估實驗的學者，帶

著他們的實驗經驗，反過來修正官方公布的評估辦法。分析「靈芝」與這四項「保

健功效評估辦法」的互動過程，將有助於釐清「認證科學」的內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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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9 健康食品申請許可作業流程圖(個案審查) 

 

資料來源：衛生福利部食品藥物消費者知識服務網15 

第二節、免疫調節：以「品管指標」建構理想的動物實驗模式 

觀察靈芝取得「免疫調節」保健功效的過程，可以發現「認證科學」重視「品

質管制」，甚於「學術創新」。「實驗目的」決定了操作流程的選擇，可以「作出

效果」成為科學家建構保健功效評估方法的操作流程最重要的考量，其次，操作

流程所要求的技術水準與成本，必須學術界有能力執行，企業界能夠負擔。最後，

則是這個流程，必須是學術界公認無爭議的操作流程。因此，不同於研究科學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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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院為主，認證科學涉及產官學三方的互動；不同於 Jasanoff 的管制科學，強調

監督與管制的面對，限制產業的過份擴張；認證科學反而是政府透過科學中介，

經由政府「認證許可」，介入巿場的手段，以此鼓勵產業循特定方向。 

a) 品質管制與學術研究之區辨 

因應管理健康食品需要，衛生署委託學者建立免疫機能性的評估方法。1998

年年底，從事營養與免疫相關研究多年的台大農化系林璧鳯教授，執行衛生署「保

健食品之免疫機能性的評估方法之建立」之委託研究案，執行期間為該年 10 月

1 日至 1999 年 6 月 30 日。16隨後，這份報告經過衛生署的增刪，成為「健康食

品之免疫調節功能評估方法」，於 1999 年 8 月 2 日公布。 

林璧鳯等人建立可供操作且具實驗意義的保健功效指標。林璧鳯指出由於

「何種指標代表『增強免疫力』尚無定論」，因此該研究計畫，關注程序標準，

而非成效標準(Timmermans and Berg 2003)。17林璧鳯為了確認「評估後天免疫力

時，其免疫相關的指標應注意事項」，並且確切評估實驗數據之意義，故該研究

探討「實驗動物性別、鼠種、無菌櫃飼養、免疫分析方法的選擇、致敏的操作等

對免疫功能相關指標的影響」(林璧鳯等 1999:5-6)。這是因為，即使學者能夠參

考中國 1996 年公布的「保健食品功能學評價程式和檢驗方法」，其內容簡略，學

者仍需建構可供操作與執行的指標，提供可供其他實驗室操作的品管標準。18在

實驗報告中，控制組添加保健食品主要成分（如「乳酸菌、靈芝、野生莿莧或薏

仁」等抽出物）並以口服餵食動物方式進行。實驗結果顯示，無菌櫃飼養非必要、

鼠種以小鼠較可行，性別差異因鼠種而異，但雌鼠較易受飲食因子影響。就方法

來說，傳統常用方法有較佳結果，實驗數值的變化較靈敏，雖然費用也比較昂貴。
19作者指出「本計劃依本研究室多年經驗，提供實驗流程作為參考，但是許多試

劑濃度的添加，仍需要有預先實驗，找出最佳條件，再進行整個實驗，才會有較

順利的結果」(ibid.:34)。 

如同研究者所說，如何建構出實驗的最佳條件，需要「經驗」，為了要擁有

「順利的結果」，也必須慎選研究素材、方法。以老鼠性別為例，研究者指出以

BALB/c 小鼠及 C57BL/6J 小鼠各兩隻對「裂殖素」與「保健食品萃取物」刺激下

的脾臟細胞之增生反應來看，不論鼠種差別，「雌鼠的 T細胞之增生免疫反應較

雄鼠有較高的趨勢」；後再以大鼠(Sprague Dawley)雌雄各五隻來看脾臟細胞受刺

激之增生反應來看： 

性別會顯著影響最終體重、脾臟重和 T細胞之增生能力。雄鼠有較高的

和數值，但是在探討添加保健食品的成份下的影響，雌鼠受到飲食的影

響較為顯著。20…在雌鼠較易觀察到飲食對免疫功能的影響，故以雌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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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動物模式較雄鼠為理想(林璧鳯等 1999:20)。21 

上述說法指出，為了要使差異「易於觀察」，研究者必須選擇「理想的動物

模式」，以便評估「健康食品的功效」。換言之，即使實驗慣例多以單一性別研究

對象為主(蔡麗玲 2004:15)，但是選擇雌性或者雄性，仍需實驗證據支持。林璧

鳯解決性別選擇問題，因為雌鼠對於保健食品的成份反應較為顯著。 

這裡有三個模式：慣行模式、平權模式與成效模式。慣行模式是指，一般的

科學實驗多以公鼠為主，認為公鼠與母鼠之間的差異可以忽略不計，以便簡化實

驗的複雜性並且節省經費消耗。平權模式主張科學實驗必須考慮性別差異，因此

必須使用公鼠與母鼠，才能瞭解實驗物質是會因為性別造成不同的影響。成效模

式，則是兩個性別都作，但是不優先決定實驗動物的性別，而是以實驗成效，來

判定何種性別的老鼠，適合成為實驗對象，此處林璧鳯以雌鼠來評估健康食品保

健功效，就是這樣的例子。 

「學術研究」與「品質管控」有著不同的邏輯。從「學術研究」來看，我們

可以質疑該「研究指標」具高度選擇性，並質疑實驗方法與結論，也可以進一步

質疑，動物實驗的結果，豈能推論到人體。然而，誠如科學家Ｊ所說，若是從「品

管指標」的角度來看，此選擇合理。「品管指標」目的是管控巿場，若實驗要求

過高，曲高和寡，業者無法遵守，徒增變數，失去政府管制原意。科學家Ｊ指出

「品管指標就是國內至少有兩三個單位有能力可以作，而方法有學術基礎，作下

去不會太離譜」。換言之，建構評估方法的學者必須在業界或學界的實驗條件下，

既要滿足基本的學術要求（而非高標），又能達成政府的管制目標，建構可行的

評估模式。 

因此，評估方法若實務上不可行（見後續肝損傷關於 40%四氯化碳的討論），

只會引發爭議，既造成廠商投資浪費；受託實驗室難以面對廠商的壓力，也會回

過頭來提出質疑評估方法的合理性。因此，提供產官學界合理的操作模式，是這

些制訂或修訂評估方法的學者們之任務。 

b) 產官學共同生產靈芝「免疫調節」保健功效 

延續前述研究，林璧鳯接受衛生署八十八年度的科技研究發展計劃之委託，

撰寫「以巨噬細胞活性作為評估食品免疫機能性之方法探討」(吳亭瑤 2006b; 林

璧鳯等 2000)。22比較林璧鳯 1999 年與 2000 年的結案報告，可以發現如下差異。 

第一，2000 年繳交的報告以「靈芝」作為研究素材(林璧鳯等 2000:16)。薏

仁等其他素材未寫入繳交衛生署之研究報告中，而是另行發表(江文章、徐欣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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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璧鳳 2000)。 

其次，該實驗使用雙鶴集團勇健工廠生產的靈芝 YK-01 及 YK-07 產品。23這

有物質面以及社會面的因素。雙鶴公司有著自己的農場、工廠、實驗室，他們能

夠生產具實驗再現性的靈芝，規格明確，品管達水準。對於實驗者來說，若是廠

商送的樣本規格不一致，增加實驗複雜度，影響實驗結果，同時也難以驗證該物

質之功效。此外，雙鶴公司長期投資靈芝研發，與學界有良好互動，該研發中心

的重要人物陳光地，在 1999 年既是雙鶴集團勇健工廠產品開發研究所所長，也

是當時中華保健食品學會理事。24再者，該公司自 1987 就開始銷售靈芝產品，

在業界有一定口碑。最後，該公司自就社會網絡的關係來看，研究者容易取得該

公司的研究資源，當時該公司也期待產品能夠通過健康食品認證，故提供研究素

材，與林璧鳯合作進行實驗。25 

第三，該研究依賴 BALB/c 雌鼠的實驗結果，但卻在「結論與建議」處，宣

稱為「小鼠」的各種實驗結果。26固然可以認為雌鼠推論到小鼠，忽略了「性別」

因素對實驗結果的影響，然而，實驗者曾在 1999 年的報告中提供使用雌鼠的依

據，2000 年的報告單純使用雌鼠，並概括稱之為「小鼠」，就學界慣例上並無不

合理。然而，在多數實驗採用「雄鼠實驗」的情況下，林教授使用「雌鼠」其實

還有其他原因。27 

實驗動物的性別選擇，一般都會參考前人作的研究報告(Paper)。當時林璧鳯

和學生進行實驗時，對於性別沒有考慮太多。她們「一開始就選擇用雌鼠，不是

故意的，是出於習慣用法，由於只作一次實驗，不知道雄鼠與雌鼠是否會有不同

的實驗結果」。28原因是因為「雄鼠兇裡八嘰的，學生要餵一次老鼠，不忍心看

到學生被咬，如果剛好只能買到雄鼠，那也沒辦法。雌鼠比較好 handle」。其次，

雄鼠較活潑的性格，也會造成實驗者的困擾。譬如說會搶奶，造成「老鼠有大有

小，體型大小不穩定」的情況。此外，隨著實驗動物倫理逐漸受到重視，林教授

的實驗室也傾向使用雌鼠，因為「雄鼠也比較活潑，如果雄鼠在籠裡太 active，

會被動物倫理平等委員會認為虧待老鼠」，會產生不必要的困擾。29因此，在林

教授認為雄鼠是比較麻煩的實驗對象。但林教授強調，決定實驗動物性別最重要

的因素，還是「實驗目的」。30 

最後，實驗者以該公司消費者經驗的使用劑量，反推老鼠的服用量。31這些

消費者經驗，就是第四章所提的各種經驗見證。實驗換算比例的建立，仰賴人類

食用經驗，人類經驗成為小鼠實驗的依據。32反過來說，小鼠實驗為人類服用靈

芝獲得的保健功效提供正當性。33 

雷祥麟稱這種實驗程序為「倒行逆施」(雷祥麟 2008)：依正常科學操作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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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來看，實驗進行步驟應為先經細胞實驗、動物實驗，再作人體實驗，但是科學

實驗基於為了確認物種，或者是經濟上的考量，會反過來以過往的人類使用經驗，

建構「可行」的實驗操作，故這種程序是雷祥麟所謂的「倒行逆施」。 

就理想的科學實驗程序來看，這是「倒行逆施」，就實務上來看，這種程序

卻是「經濟有效」。雷祥麟的「常山研究」，意圖在確認物種，而物種療效得以確

認的根據，是病人的有效經驗。此處「靈芝」進行科學實驗，同樣依賴消費者的

使用經驗，以便推估合適的有效劑量，生產「有效」的實驗數據，取得健康食品

認證。實驗者必須面對廠商的期待與接受政府委託案的壓力，若是實驗者猜錯「實

驗劑量」，實驗結果不顯著，那麼廠商就得選擇是否繼續實驗，並考慮是否需要

「調高劑量」。實驗者同樣也面對同行的檢視，因為這是政府委託案，限期內必

須完成並且公開。老鼠的飼養與生長需要時間、金錢以及研究人員的心力，實驗

室必須盡可能避免這類資源的消耗浪費；學生有畢業壓力，若是實驗作不出來，

學生畢不了業，也是某些師長擔心的問題。實驗室並不是封閉地點，而是輻輳了

各式社會互動的中介平臺。 

雖然是政府委託案，但是實驗素材來自廠商，若廠商能提供經驗數據，可提

高實驗者的實驗信心與成功機會。實驗者將廠商提供的「推薦劑量」，換算後設

定為「中劑量」，並將 0.5 倍設定為低劑量，「高劑量」部份，YK-01 設定為 5 倍，

而 YK-07 設定 3 倍。34。林教授給衛生署的結案報告摘要指出「餵食靈芝…有顯

著較低的 IgE和 IgG1。35有顯著較高的脾臟細胞增生能力。有以上結果顯示靈芝

有促進抗體生成、促進免疫細胞增生能力、調節 T細胞功能、以及促進自然殺手

細胞活性等調節免疫功能的作用」(林璧鳯等 2000:1)。 

雙鶴集團以前述實驗報告為依據，向衛生署申請健康食品認證，衛生署委託

「財團法人生物技術開發中心」進行書面審核，於 2000 年 7 月 24 日核發「衛署

健食字第 A00003 號」。36廠商可於產品包裝上標示「根據動物及體外試驗顯示具

有 1）可促進抗體生成、2）可促進免疫細胞增生能力、3）可調節Ｔ細胞功能、

4）可促進自然殺手細胞活性、5）可促進吞噬細胞活性。」實驗所使用的雌性小

鼠，被概括指稱為「動物」，此種概括方式獲得主管機關衛生署認可。雙鶴集團

成為國內第一家獲得健康食品認證的本土公司。37 

對衛生署而言，靈芝於 2000 年 7 月取得健康食品許可證字號，也證明 1999

年委託學者擬定的「免疫調節功能評估方法」實務上可行。這也反映，靈芝取得

「免疫調節」的健康食品認證，事實上是產官學三方以及「靈芝」作為已確認能

影響「免疫機能」的物質共同合作的結果：政府委託學者建立「保健功效評估方

法」，學者尋找適當範例，因為靈芝有相當多的學術證據(林璧鳯等 2000:14-16)

而入選，提供靈芝的廠商成為學者合作對象。學者以靈芝作為個案，評估「保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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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效評估方法」的適當性與可行性，撰寫完成衛生署的結案報告，證明方法可操

作。業者拿著結案報告，向衛生署申請健康食品認證，而獲得健康食品認證。產

官學「物」之間，共同促成「靈芝的保健功效」以及「免疫調節保健功效評估方

法」成為事實。38 

第三節、護肝功能（針對化學性肝損傷）：政府適度寬鬆管理產業 

a) 評估方法的源頭及其修正 

臺灣的護肝功能保健評估方法與中國高度雷同。中國 1997 年於「保健功能

的評價指標和程序」新增「對化學性肝損傷有保護功能」之評價程序(嚴衛星、

何來英 1999:17)。2000 年 1 月，中國衛生部正式頒布保健食品功能評審受理範

圍，名稱改為「對化學性肝損傷有保護作用功能」(淩關庭 2001a)。2000 年 7 月

31 日，臺灣公布「健康食品之護肝功能評估方法(針對化學性肝損傷)」。39比較中

國 1 月以及臺灣 7 月的版本，兩者內容與結構極為相似（附錄三有兩者全文比較

表），但臺灣版本透過國外文獻，增加實驗項目與實驗方法。換言之，「護肝功能」

點出品管標準的制定，也仰賴國際學術文獻。然而，臺灣學者依衛生署公告的「健

康食品之護肝功能評估方法」進行實驗卻遇上困難。 

「健康食品護肝功效」因此經歷協商標準的過程，推力來自於委託學術界進

行實驗的廠商，而科學家則以實驗經驗，建議衛生署修正評估辦法。2000 年 7

月 31 日，衛生署公告健康食品「健康食品之護肝功能評估方法(針對化學性肝損

傷)」，並於 2003 年 8 月 29 日公布修訂版本（表 20）。40新舊版本差異不大，明

顯差異在於新版附上英文文獻出處及刪除一篇中國文獻(張冠群等 1996)。就實

驗動物來說，舊版本使用 SD 大白鼠(200-250 克)或 ICR 小白鼠(20-25 克)，新版本

新增 Wistar 大白鼠(200-250 克)。就實驗方法而言，都採用四氯化碳誘發大（小）

白鼠慢性肝損傷模式，舊版本提到採取要用「40%四氯化碳注射」製造實驗動物

肝損傷，實驗依據正是那篇在新版被刪除的中國文獻(張冠群等 1996)，但新版

本卻放寬實驗條件。 

表 20 衛生署公告四氯化碳誘導大(小)白鼠慢性肝損傷方法版本比較 

 2000 年版本 2003 年版本41 

Ａ組 

正常對照組 

橄欖油或玉米油（注射） 

＋生理食鹽水（口服） 

橄欖油或玉米油（注射） 

＋生理食鹽水或去離子水（口服） 

Ｂ組 

負對照組 (肝

損傷組) 

40%四氯化碳／橄欖油或玉

米油（注射） 

＋生理食鹽水（口服） 

40%四氯化碳／橄欖油或玉米油（注射）或灌

食(20%四氯化碳／橄欖油或玉米油) 

＋生理食鹽水或二次蒸餾水(d.d.H2O)（口服） 

doi:10.6342/NTU201601133



172 
 

Ｃ組 

正對照組 

水飛薊素 

治療對照組 

40%四氯化碳／橄欖油或玉

米油（注射） 

＋水飛薊素（口服） 

40%四氯化碳／橄欖油或玉米油（注射）或灌

食(20%四氯化碳／橄欖油或玉米油) 

＋水飛薊素（口服） 

Ｄ組 

實驗組 

40%四氯化碳／橄欖油或玉

米油（注射） 

＋試驗樣品（口服） 

40%四氯化碳／橄欖油或玉米油（注射）或灌

食(20%四氯化碳／橄欖油或玉米油) 

＋試驗樣品（口服） 

整理自：衛福部；植根法律網 

政府機關與學術界，透過「研討會」的討論程序，協商實驗方法。在 2002

年 9 月份「國內外保健食品管理與健康食品修法研討會」中，針對 2000 年衛生

署公布之護肝功能評估方法，中山醫學大學生化所王朝鐘教授提出書面修正意見，

指出「依貴署保肝作用評估方法 CCl4（四氯化碳）40%，每週二次注射會導致試

驗白鼠大量死亡或嚴重損傷，無法確切評估保肝物品之作用，請予以修正」(王

朝鐘 2002，粗體為筆者所加)。四氯化碳 40%的劑量規定，造成實驗資源損耗，

不符經濟效益，也背離品管目標。針對學者所提的修正意見，負責「護肝功能評

估辦法」的臺大食科所沈立言副教授，於修正條文中新增「本方法中之四氯化碳

使用劑量僅供參考」之文字，並於實驗方法增加「灌食 20%四氯化碳」之條文，

保留原「40%四氯化碳注射」之文字(沈立言 2002:122)。衛生署未作修改，後於

2003 年公告該修訂版本。此項修正，表明雖然臺灣學者援引中國實驗模型，然

而需經實驗操作磨合，才能確認可行性。「四氯化碳」劑量的修訂，多少也落實

學界認為中國學者早期作的研究設計不夠嚴謹，因此必須保守看待中國的實驗報

告（科學家Ｃ與Ｌ，筆者訪談），也點出臺灣學者在援引中國資料時，必須再現

實驗以確認中國報告的可信度。 

回顧條文修正的日期，比較衛生署核發「護肝」的時間，筆者發現時序上的

矛盾。2002 年 4 月 20 日獲證的雙鶴極品靈芝產品以 Wistar 雄性大白鼠為實驗

對象，並且四氯化碳用量為 20%( 0.5mL/rat)，低於 2000 年訂定的 40%標準。如

新超級靈芝於 2003 年 4 月 5 日獲得認證，實驗動物及試驗劑量與雙鶴產品相同。

但是，衛生署 2003 年 8 月 29 日才公告新增的修正條文（表 21）。因此，發生產

業跑在政府前面，核發認證早於公告修正法規的現象。這反映了健康食品認證為

「品質管控」的本質，政府會因應產學界實際執行的情況而修改標準。 

衛生署官員核發健康食品認證，有其行政彈性。衛生署食品衛生處處長陳樹

功接受中華民國微生物文教基金會專訪，表示「即使業者採用的評估方法與衛生

署公告者不同，但只要『科學上站得住腳』，審查委員會[健康食品審議委員會]

也是可以接受的」(呂東育 2001:16)。但實際上，業者以及受委託的實驗室幾乎

很少採用其他方法評估產品，因為他們無法預期後果（科學家Ｊ）。42若以四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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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碳劑量，分析衛生署所說的「科學」，我們可以看到，在 2000 年到 2005 年間，

政府共核發 7 件「護肝功能」健康食品認證，其中三件是靈芝產品（表 22）。檢

視衛生署官網公告的「健康食品查驗登記許可資料摘要」，可以發現摘要中，沒

有業者採用 2000 年版本的 40%四氯化碳注射方式進行實驗（或者說，無法以這

種方式完成實驗），三家業者採用了 20%四氯化碳劑量，其他四家則未說明劑量。

四率化碳劑量多寡非政府部門認為必須揭露的資訊，也是行政適度寬鬆的例子。 

表 21 產官學針對護肝功能評估方法之互動 

日期 事件 四氯化碳(CCL4)使用量 

1996 年 中國學者張冠群等人發表「肝炎 1

號對大鼠慢性肝損傷的作用」論文 

用 40%CCL4 花生油溶液

0.3ml/100g(大鼠體重) 

2000 年 7 月 31 日 
衛生署公告健康食品之護肝功能評

估方法（官學互動） 

沈立言援引張冠群等人

研究，規定劑量為 40% 

2002 年 4 月 20 日 雙鶴極品靈芝獲認證（產學互動） 實際使用 20%, .5ml/rat 

2002 年 9 月 19 日 
國內外保健食品管理與健康食品修

法研討會（官學互動） 

建議修正四氯化碳劑量

40%為 20% 

2003 年 4 月 5 日 如新超級靈芝獲認證（產學互動） 實際使用 20%, .5ml/rat 

2003 年 8 月 29 日 
衛生署公告健康食品之護肝功能評

估方法(二版) （產官學互動） 

新增四氯化碳 20%或僅

供參考之規定 

資料來源：張冠群等 (1996)、衛生福利部網站與臺灣保健食品學會(2002) 

表 22 2000 年至 2005 年護肝健康食品認證四氯化碳使用劑量表 

衛署健食字第 發證時間 中文品名 四氯化碳劑量 

A00015 號 2001/4/2043 雙鶴極品靈芝(膠囊及粉劑) 20%, 0.5ml/rat 

A00035 號 2003/4/15 如新華茂超級靈芝 20%, 0.5ml/rat 

A00036 號 2003/5/15 維力康膠囊 未註明 

A00045 號 2004/3/15 順康 500 香菇菌絲體萃取物 
20%,1mg/mL/rat,   

twice/week 

A00046 號 2004/4/5 愛之味洛神花保健膠囊 未註明 

A00056 號 2005/2/1 統一活力寶典極品靈芝 未註明 

A00059 號 2005/3/15 養氣人蔘 未註明 

資料來源：衛生福利部網站 

然而，衛生署並非全然寬鬆，主管機關仍有把關責任。在 2002 年 9 月 19

日的「國內外保健食品管理與健康食品修法研討會」中，衛生署食品衛生處的科

長沈漢光統計自 1999 年 8 月健康食品管理法施行以來，到 2002 年 7 月，共計有

58 件申請案，核發許可者 26 件、初審後補件者 6 件、審議後補件者 17 件，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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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撤回者 9 件(沈漢光 2002:2)。由於主管機關作業人數及資源都相當有限，因為

行政往返往往也會花上一段時間，官方公開個案審查時間為 180 天，但業者表示

「申請一件產品約需要 2到 3年的時間，功效實驗要半年，審查大概要 1年半，

還有很多環節，時間常常與行銷配套起衝突」(黃瑩純 2008:82)。因此，前述廠

商撤回申請案，除了科學功效的理由外，我認為行銷效益與巿場時間也是業者考

量因素。 

b) 護肝功能的擴張解釋 

「護肝功能評估方法」，標題是最明顯但也最常被忽略之處。該文件全名為

「健康食品之護肝功能評估方法(針對化學性肝損傷)」。「肝損傷」概念主要是跟

「動物實驗」的概念連結在一起，並非用來指稱人類的病理現象，因此，在不論

中國或是臺灣的病理學教科書，皆未以「肝損傷」作為病理學專有名辭。44肝損

傷的概念，是描述「動物實驗模式」中，製造實驗動物肝臟受損，以模擬人類肝

臟病變（壞死、硬化、肝功能障礙或肝功能不全、肝功能衰竭）的狀態（淩關庭 

2001a）。「化學性肝損傷」可理解為由化學物質引起的損傷，這些物質包括如酒

精、環境中的化學毒物及藥物。由於酒精影響太大，故獨立列成一類，成為酒精

性肝損傷。45換言之，化學性肝損傷的概念，比較接近中毒的概念，譬如工作環

境的暴露中毒或飲食或服藥不當造成中毒；常見的 B 型肝炎或 C 型肝炎，則是病

毒性肝損傷(黃釧峰 2008)。因此，不論是喝酒傷肝，或者是病毒性的 B 型肝炎

或 C 型肝炎，皆非「化學性肝損傷」的範圍。46 

當時的衛生署，對於「肝」的保健功效及醫療效能，訂出規範。取得護肝認

證的廠商，可以宣稱如下保健功效：「護肝功能（針對化學性肝損傷）」，並可依

取得認證之實驗內容，標示「根據動物試驗結果，對四氯化碳誘發大鼠肝臟的損

傷有下列功效：1.有助於降低血清 GOT、GPT 值。2.有助於增加肝臟蛋白質含

量。」就目前取得的產品來看，多數廠商宣稱前述的第 1 項功效，少數廠商有另

外附帶宣稱第 2 項功效，依照廠商實際送審內容而定。 

衛生署以「食品廣告標示詞句涉及誇張易生誤解或醫療效能之認定表」規範

醫療效能。47護肝相關的標示及廣告，不得宣稱「解肝毒」、「降肝脂」、「降肝火」、

「疏肝」、「養肝」、「瀉肝」、「鎮肝」，因涉及醫療效能。「保肝」也不能使用，

因「涉及虛偽誇張或易生誤解」。但是維生素Ｋ可以使用「活化肝臟及血液中的

凝血蛋白質」、生物素可使用「參與脂肪及肝醣的合成」，因為屬於一般營養素可

敘述之生理功能例句。 

但是業者運用模糊策略，閃避保健功效與醫療效能的規範。第一類是運用「爆

肝」與「過勞」意象，宣傳產品「護肝」功效，不提但書「針對化學性肝損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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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爆肝」意象跟醫學指標 GOT、GPT 有關，GOT 和 GPT 是「肝功能指數」：兩

者是當肝細胞壞死會釋出的酵素，因此酵素量高低被視為肝細胞壞死的指標。已

故毒物科專家林杰樑曾表示爆肝與病毒性肝炎（病患本身帶有Ｂ型肝炎）有關，

跟熬夜無關；至於過勞猝死，則是器官衰竭或心肌梗塞導致。49換言之，廠商將

針對化學性肝損傷的護肝健康食品，擴張為抗過勞、應酬、加班的「護肝」健康

食品，是商業手法而非醫學共識。50 

第二類則是以「健康食品認證」宣稱療效，業者宣稱能治療「病毒性肝炎」，

但實際上政府並未許可「病毒性肝損傷」的保健功效宣稱。衛生署於 2011 年 8

月取締雙鶴極品靈芝的違法廣告。因為該廣告宣稱「護肝認證比一比…也只有其

中一項靈芝產品，擁有重建肝臟的能力…（佐以健康食品 Logo及產品圖表／雙

鶴極品靈芝：衛署健食字第 A00015號）」等文詞，也透過臨床見證廣告治癒「B

型肝炎（吃靈芝的這幾年來…捐過幾次血都沒有什麼問題，代表我的肝功能也都

正常了）」，並且將這些宣稱，透過網頁連結至雙鶴集團網站。51衛生署以違反健

康食品管理法第 14 條第 2 項，處分財團法人中華民國微生物文教基金會 400,000

元的罰鍰。 

業者不論是連結通俗「暴肝」概念，或者連結病毒性肝炎，反映即使衛生署

透過核發「健康食品認證」管理巿場，廣告誇大不實的情況依舊存在。關於靈芝

業者如何實際運用「健康食品認證」廣告以及辦法促銷活動（如雙鶴公司辦理「護

肝大作戰」的百人試食活動），以建立產品可信度，這部份我們留待第七章討論。 

第四節、延緩衰老：食品不得宣傳人體實驗 

a) 臺灣運用修辭，日本放寬標準 

2003 年 8 月 29 日，衛生署公布「健康食品之延緩衰老功能評估方法」。52該

辦法如同中國的保健食品管理辦法，要求「人體實驗」（中國稱為「人體試食試

驗」），產品必須「經健康食品安全性評估方法證明在有效劑量範圍對人體不會有

顯著急、慢性不良反應」，產品評估者必須完成動物實驗（生存實驗及生化實驗）

及人體實驗(中華人民共和國衛生部 2003:54; 淩關庭 2001b)。53然而，衛生署版

本附加說明「若人體試驗沒顯著延緩衰老效果，但動物實驗看到有不錯的結果，

建議可允許標示為『在動物實驗表明有延長生命作用』」。54面對動物有效，但人

體試驗無效之困境，衛生署選擇採取「選擇性標示」的作法，讓業者標明動物實

驗有效。 

然而，日本針對這些無法達到顯著性的健康食品，卻有不同的作法（表 23）。

2005 年，日本厚生勞動省於公告的食品衛生法施行細則中，新增了「附帶條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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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特定保健用食品」項目。這類項目「不像以往審查『特定保健用食品』時嚴格

要求達到『統計意義的科學數據』，但是在有限的科學數據下，被認為具有有效

性的食品」(許朝凱 2007:23)。特定保健用食品必須要以隨機對照實驗

(Randomized Controlled trial, RCT)之最小顯著水準小於 0.05 為依據，但是「附帶

條件的特定用保健食品」放寬到 0.1(吳博聖 2006:18)。此外，若是作用機轉明確，

顯著水準在 0.05 以下，但無法完成隨機對照實驗，仍可申請「附帶條件的特定

用保健食品」。因此，與現行特保相比，日本政府放寬作用轉機（不明確者亦可）

與確認有效性的試驗方法（容許非隨機對照實驗），來因應大家認為有效果，但

實驗卻作不出結果的情況。55 

表 23 日本「特定用保健食品」與「附帶條件的特定用保健食品」之比較表。 

作用機轉

＼試驗 
隨機對照實驗 

(顯著水準<0.05) 
隨機對照實驗(顯著水準

在 0.05~0.1 之間) 
非隨機對照實驗 

(顯著水準＜0.05) 

明確 現行特保 附帶條件的特保 附帶條件的特保 

不明確 附帶條件的特保 附帶條件的特保 Ｘ 

資料來源：橘川俊明(2006)日本保健機能性食品制度，頁 20。56 

日本提出「附帶條件的特定保健用食品」的作法，科學家Ｊ認為是因應實務

上的難題，而提出的因應之道。他提到日本政府發現，這個東西「大家都覺得沒

有問題，結果就作不出來」，所以提出了「有條件特保」的規範方式。科學家Ｃ

提到「健康人的臨床實驗」難以進行，因為 

作一個病人的臨床實驗，都要花相當大的錢，何況作一個健康人的臨床

實驗。沒有一家公司花得起，也沒有一家公司願意花，因為沒有人有這

種需求（筆者訪談）。 

健康的人在實驗執行過程中，不見得那麼聽話，而實際過程中，若要嚴格限制實

驗者的飲食，勢必得限制行動與提供住宿，才有作出具有科學意義的實驗結果，

但成本太高。因此，大多數的健康食品實驗，仍以「病態動物模式」為主，是較

為節省成本的可行辦法。 

b) 產學互利合作 

老化是個複雜的現象，解釋老化也存在不同學說，因此「延緩衰老」的功能

評估辦法比起前兩項討論的評估辦法，顯得更為複雜。「延緩衰老功能評估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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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求申請者必須完成動物實驗（生存實驗及生化實驗）與人體實驗，而就生化實

驗的部份，必須通過氧化指標以及生化指標的測試。衛生主管機關規定業者必須

於六項氧化指標中，選擇三項進行實驗，至少須一組為正反應(positive data)，不

得有負相反應(negative data)；五個生化指標的測定，需三組為正反應，不得有負

相反應。57 

2005 年 9 月 15 日，雙鶴公司御品靈芝滿足了以上標準，獲得「延緩衰老功

能」的健康食品認證，可於上標示以下功效宣稱：「經動物實驗結果顯示:有助於

增加易老化鼠之存活率。」。58。雙鶴通過健康食品認證所需要的審查數據，動

物實驗部份來自於靜宜大學食品營養學系王銘富的評估研究，人體實驗部份則來

自中山醫學大學營養學研究所傅惠鈺的碩士論文部份內容(傅惠鈺 2005)，但是

僅管傅惠鈺的研究證實靈芝能提升人體抗氧化能力，但是對於健康食品審議委員

會來說，抗氧化不等於延緩衰老，因此未核可人體實驗部份的保健功效宣稱(吳

亭瑤 2006b:21-22)。 

該人體實驗，為國內首次從以靈芝延緩衰老功效為主題所進行的實驗。研究

者傅惠鈺的老師為中山醫學大學王進崑教授，王進崑認為靈芝已有長期食用經驗，

大家也很好奇對人體有沒有效，於是他同步進行細胞實驗、動物與人體實驗，人

體實驗的部份經人體試驗委員會審核，為期一年。基於雙鶴公司能夠提供大量且

具穩定性的實驗素材，能夠滿足學界實驗所需；學術研究得出的實驗數據，也能

夠協助業者申請健康食品認證，王進崑教授的研究團體與雙鶴集團形成互惠共利

的合作關係。59研究者傅惠鈺證實靈芝能顯著增加受試者的總抗氧化能力，也能

改善受試者的 GPT 與 GOT 的數值，獲得碩士學位，但是相關人體實驗報告未能

獲得政府認證，使得從事研究的學者，為此提出反省與討論。 

從事評估實驗的學者指出抗衰老實驗的研究限制。靜宜大學王銘富教授指出

「關於延緩衰老功效評估，即使是從頭做到腳，十幾項乃至幾十項實驗都做了，

還是會有人覺得不夠，或者認為實驗結果不足以證明延緩衰老的功效」(吳亭瑤 

2006a:19)。在自由基理論作為前提的預設下，抗氧化成為延緩衰老的指標，然

而王銘富指出「抗氧化畢竟是延緩衰老機制的其中之一而不是惟一，因此，不是

有抗氧化作用的營養素或保健品，就有延緩衰老的功效」(吳亭瑤 2006a:20)。

因此，王銘富也把老鼠的外觀表現、學習與記憶能力，還有可能引起阿滋海默症

的β-類澱粉蛋白沉積列為評估指標，試著從動物實驗找出人類抗衰老可能性。

換言之，生化相關指標，以「身體成份」推論物質具備延緩老化的功效，而「外

觀表現、學習與記憶能力」則主要是從「身體與環境互動」的反應能力，來進行

推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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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難以直接觀察服食靈芝能否增加人類壽命，因此，科學家認為觀察生命

品質，是未來研究方向。中山醫學大學王進崑教授說「無論延緩衰老的實驗怎麼

設計，想挑剔的人永遠有可以挑剔的地方」，他認為若是實驗時間能再延長，應

會更有說服力，但花費的人力物力難以估計，也無法保證更長時間的實驗，是否

比一年的實驗更具意義(吳亭瑤 2006c:49)。但是若是有更多的科學指標，譬如「評

估人類從 35歲到 45 歲這段身體改變最大的時期，受試者耐受力、精神狀況、熬

夜能力、持久力、體能，乃至性能力[的變化]，應該會很有意義」(ibid.)。此處

的說明，也點明「認證科學」與「研究科學」的差異，「認證科學」是在一定的

時間資源於條件限制下，完成符合評估方法，「尋求合格」的科學；但是「研究

科學」則是希望能夠透過不同的研究設計，「探索真相」的科學。 

衛福部公布通過「延緩衰老功能」之評估辦法後，在 2003 年到 2013 年之間，

僅五件健康食品通過認證。60衛福部基於「健康食品不得宣稱人體實驗」的考量
61，於 2015 年 7 月 9 日新修訂的「健康食品之延緩衰老保健功效評估方法」中，

將字眼改成「人體試食研究模式」，並且不強制要求「人體試食」試驗。62 

第五節、調整過敏體質：追求公允？ 

2007 年 7 月 12 日衛生署公告「健康食品之輔助調整過敏體質功能評估方法」。
63該辦法前身為「輔助改善過敏體質評估方法草案」，由台大醫學院臨床醫學研

究所教授江伯倫等人組成的評估小組提出(江伯倫 2005)。64調整過敏體質的條文，

未見於中國的保健食品辦法之中，為臺灣學者新擬訂之評估辦法。衛生署並不願

意通過該評估辦法，但是廠商要求，衛生署認為「只要不碰到疾病」就可以，於

是在當時保健學會的蔡敬民教授主導下，以免疫學者組成的委員會以「輔助調整

過敏」這樣的字眼，擬訂保健功效的功能評估方法。65 

衛生署公告與江教授提案的內容完全雷同，只有一處差異，即「人體的臨床

試驗」部份，草案提出「建議由二家以上之試驗中心進行試驗以求公允」，衛生

署改成「建議由至少一家以上之試驗中心進行試驗以求公允」。衛生署刪改一字，

容許業者僅委託一家試驗中心進行試驗，減輕了廠商的壓力，卻也使得「一家」

與「公允」字眼看起來顯得矛盾。然而，實際上檢視其他保健功效評估方法的規

定，都以「一家」試驗中心為主，因此，衛生署的修正，維持了此評估方法與其

他評估方法要求的一致性，卻也突顯擬定評估方法的委員們，有一些提高審核門

檻的理由，理由正是出於對「公允」的追求。 

學者要求公允，是因為發生自肥事件。「健康食品」涉及利益，曾引來黑道

關切。曾有某個學者，同時是醫師，有自己的醫院跟實驗室，自己為自己的產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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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實驗，並且送審該產品（後文稱之為「商人學者」）。為了要防堵這些球員兼

裁判的商人學者，礙研評估草案的學者們，決議要用「兩家試驗中心」來防堵此

現象。但是在衛生署評估草案的公聽會上，業者反彈，因為「一間、兩間，都是

成本」，所以刪掉兩家的但書，改回一家。該商人學者送審產品後，因為知道誰

是審查人，也曾透過黑道關切審查委員，希望審查人要讓他的產品過關。但是審

查人他們發現，商人學者的產品，除了患者自我感覺良好，沒有其他物質指標證

明能夠改善健康，其次，該東西給小老鼠吃，老鼠還變瘦了。在審查委員來看，

老鼠變瘦是一個負面的指標，因此，受訪者說「不過的，不可能讓它過」，但是

會跟業者說，他們必須調整配方，否則不建議業者拿去賣。此外，實驗者在動物

實驗就發現老鼠變瘦，所以倫理上也不會進行人體實驗。 

筆者查閱衛福部公布的十三項健康食品功效性評估方法，發現除了護肝功能

評估方法（針對化學性肝損傷）以外，其他十二項評估方法都提供了人體實驗（人

體試驗、人體試食，或人體的臨床試驗）的研究模式供業界參考，這些評估方法

要求實驗應經人體試驗委員會通過才能進行，有的規定必須要有「醫師」參與（如

延緩衰老與輔助調整過敏體質），有的則無強制規定（如免疫調節功能）。
66護

肝功能評估方法無人體實驗的原因在於，不能找有肝病的人作實驗，因為食品不

是藥品，不得觸及醫療效能。67換言之，除了護肝功能評估方法以外，衛生主管

機關採取鼓勵但不強迫業者進行人體試驗的立場，引導業者投資研發。 

總結產官學界與靈芝保健功效的關係，可以描述如下（表 24）：產業界尋求

學術合作與官方背書，以便拓展巿場空間。政府以品質管制為目標，立場為協助

健康食品產業發展，規章辦法之擬定與管理仰賴學術界支援。就學術界來說，借

重民間企業資源，維持實驗室運作，並且發展研究課題，形成實務導向的學術發

展趨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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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4 產官學界與靈芝健康食品保健功效之互動關係 

功能

評估 

Ａ產業(產) Ｂ政府(官) Ｃ學界(學) 

免疫

調節 

1. 雙鶴企業贊助

研究素材 

2. 提供人體使用

經驗 

3. 取得研究報

告，申請認證 

1. 委託學界建構標準 

2. 審查業者送審資料 

1. 以靈芝素材建構研

究指標 

2. 人類經驗反推小鼠

實驗用量 

3. 小鼠性別選擇 

護肝

功能 

 

1. 援引中國研

究，肯定靈芝

具護肝功能 

2. 尋找能進行實

驗的實驗室 

3. 誇大解釋健康

食品認證 

1. 委託學界建構標準 

2. 產官學共同協商規則 

3. 審查業者送審資料，但容

許業者未依 2000 年版本

進行實驗，並先行核發證

照 

4. 2003 年公告修改 2000 年

版本，放寬四氯化碳濃度 

5. 容許業者於健康食品認

證字號摘要不註明四氯

化碳劑量 

1. 學者指出 2000 年

版本的四氯化碳濃

度太高，白鼠實驗

無法完成 

2. 完成靈芝改善慢性

肝炎研究的功能評

估 

 

延緩

衰老 

(c) 

1. 雙鶴企業贊助

研究素材 

 

1. 委託學界建構標準 

2. 產官學共同協商規則 

3. 若人體試驗無效，可充許

標示動物實驗有延長生

命作用 

4. 2015 年將「人體實驗」字

眼改成「人體試食」。 

1. 評估者需完成動物

實驗及人體試驗 

2. 自由基理論為預

設，抗氧化成為延

緩衰老的指標 

3. 尋找其他可評估人

類抗衰老的指標 

調整

過敏

體質 

(d) 

1. 廠商要求改為

一家 

 

1. 委託學界建構標準 

2. 產官學共同協商規則 

3. 2007 年公告為「至少一家

以上之試驗中心進行試

驗」(Cd1)，保留「公允」

字眼，引發矛盾 

1. 出現「商人學者」 

2. 擬定評估方法的委

員會於 2005 年建

議提出二家以上之

試驗中心進行評

估，防堵商人學者 

小結 

尋求學術合作，官

方背書，擴充巿場

空間 

品管為目標，立場為協助產

業發展，規章辦法之擬定與

管理仰賴學術界支援 

實務導向的學術發展

趨勢：借重民間企業資

源，維持實驗室運作，

發展研究課題 

資料來源：筆者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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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節、產官學製造保健功效的知識生產邏輯 

經由分析上述四項與靈芝相關的保健功效，可以看到認證保健功效宣稱的邏

輯。首先，科學家在產品轉變成為健康食品的過程中有三種行動類型：擬訂、執

行與審查。科學家擬訂各種評估辦法：保健食品學會接受衛生署委託，找科學家

組成健康食品審議委員會，修訂中國的保健食品管理辦法，或者自訂評估標準。

科學家執行保健功效的評估實驗，不管是學院裡的科學家，還是種種試驗機構裡

的科學家，他們接受廠商委託執行實驗。68最後，科學家接受政府部門委託，審

查送審報告，評估實驗真偽，判斷是否合乎品管標準。 

a)擬訂 

就「擬訂」評估方法的面向來說，中國保健食品功能評價方法是國內建構相

關法規的底稿，但臺灣學者對中國修訂程度不一，晚期更有自擬的評估方法（如

前述的「輔助調整過敏體質」即為一例）。中國是由中央給定審查標準，有標準

作業流程；召集人認為有標準作業流程，能杜絕學者因見解不同而導致的理念之

爭，避免重蹈日本審查延宕的困境（科學家Ｊ）。召集人認為「健康食品」的管

理為「品質管制」，而非「學術研究」。品管只要合乎大家有共識的基本標準即可，

有共識就能確保審查的流暢性。其次，「擬訂過程」受健康食品管理法「非屬治

療、矯正人類疾病之醫療效能」條文之約束，因此透過增加「保健」、「輔助調節」，

或者使用「人體試食」等字眼，避免觸及醫療邊界。各項保健功效評估方法草案

完成後，衛生署召開公聽會，邀請業者與學界專家參與，業者希望鬆綁規範，學

界專家則依其立場（藥品或機能性食品之視角），提出草案修正意見。69 

這些參與的學者專家，因為他們的背景，可以分成三類專家：營養專家、食

品化學家、生化學者（後稱為食品專家）、醫療專家。營養專家認為應該吃食物，

而非加工過的健康食品；醫療專家認為食品是食品，藥品是藥品（科學家Ｊ）。

兩者相對來說，主張食品跟藥品有個明確的界線，對於處曖昧地帶的健康食品，

持保留態度。但是食品專家則肯定食品的功能性，主張健康食品能夠改善人類健

康，應該有一塊獨立的領域，留給有科學依據的健康食品。 

在這些專家的協商過程中，健康食品的保健功效，透過修辭的方式，區隔出

了新領地。肝炎改成「肝損傷」，抗癌變成「調節免疫機能」，「減肥」改成「不

易形成體脂肪」，或者以「保健功效」字眼，區隔「醫療效能」。因此，正如同當

代社會在「健康」與「生病」之間，劃出了「亞健康」的範疇，健康食品的發展，

也在「沒有功效」與「醫療效能」，劃出了「保健功效」的領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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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療專家與食品專家對於認證健康食品的程序標準有不同看法。醫療專家認

為健康食品應該要以藥品程序進行，要進行隨機對照試驗，實驗結果要由兩家試

驗中心評估，要有健康食品審查委員會進行產品的個案審查。但是食品專家認為

食品不同於藥品，雙盲實驗非必要，判斷實驗有無顯著性的信賴水準也可以調整

為 0.05 到 0.1 之間，而且不一定要進行人體實驗，只要動物實驗即可，主張就安

全性來說，食品應該要接受跟藥品一樣的安全性審查標準，但是評估功能性的部

份，可以放寬，因此同意除了個案審查之外，針對已有大量科學證據支持的健康

食品，給予規格基準，可不經個案審查（見本章延緩衰老一節，以及第五章規格

基準之討論）。 

健康食品管理法施行，強化了企業依賴學者的關係。對於大企業來說，他們

追求巿場區隔，因此認為人體實驗比起動物實驗好，動物實驗比沒有實驗好，因

為這樣才能建立與維持巿場秩序。但是對於小企業來說，他們希望能夠為自己掛

上政府保證的健康食品認證許可，以此抬高身價。反過來，學者也依賴企業提供

研究資源，不論是資金，或者穩定的研究素材。學者專家會因為與產業的合作經

驗，提出政策建言。譬如前述護肝認證要求修訂四氯化碳劑量，就是這樣的例子。 

政府舉辦公聽會，聽取學者專家及業界的經驗，以此修訂保健功效評估辦法。

已有共識的項目，就對外發布；而若缺乏共識的項目，就保留該評估辦法，擇期

再召開委員會，進一步討論修正方式，最後公告施行，成為業者申請健康食品認

證的遊戲規則。 

b)執行與審查 

業者想要申請健康食品認證，必須尋找有能力的實驗室，依照政府提供的評

估辦法，驗證產品功效。在早期，有業者尋找實驗室，但是實驗作不出結果，而

引發爭議的例子（科學家Ｊ）。因此，保健食品學會擬定了「健康食品評估機構

認定與管理辦法」，推薦具備專業能力的機構供業者參考，網站上目前公布的名

單僅「台美檢驗科技有限公司」，以及「財團法人食品工業研究所」。70然而，保

健食品學會的推薦，只是以學會名義作的保證，業者仍然可以找信任的實驗室進

行健康食品的評估。 

在健康食品管理法施行早期，因為保健食品學會師長或同儕的鼓勵，不少學

者願意承接業者的委託案進行實驗。這是因為 1990 年代健康食品誇大不實，食

品界的人認為必須介入，因此參與了實驗指標的擬訂、執行與審查等相關工作。
71這些學者利用廠商委託實驗的機會，一併進行學術研究，寫成研究論文而能發

表，累積學術資本。但另一方面，學者也可能因為參與健康食品的評估或審查，

而遭遇到不愉快的事情，譬如接到威脅的電話，或者其他的利誘威脅，而因此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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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願意接受委託案。有的學者，則是認為健康食品的試驗機構慢慢發展成熟，而

逐漸淡出，專心學術研究。這些面向都會影響到學者接受廠商委託的意願。 

其次，廠商本身的條件，也會影響科學家接受委託的意願。通常科學家會要

求廠商提供少量樣品進行預實驗，在劑量拿捏上，也會詢問業者是否有推薦劑量

供參考，增加實驗成功率，減少試誤過程，避免浪費業者時間金錢。72此外，科

學家也會參考期刊，判斷該實驗是不是有可能作出結果，而與業者協商實驗風險。

有經驗的科學家，會挑實驗來做，而非業者要求就接案。 

隨著廠商委託實驗室進行保健功效評估與安全性評估，實驗結果可能顯著或

不顯著。若是實驗結果不顯著，那麼廠商可能得考慮修改配方、委託不同的實驗

室，或者放棄申請健康食品認證；有時候，受託實驗的學者，也會提供廠商修改

建議，但如果廠商條件太差（如工廠設備不符健康食品管理法的要求），學者也

可能婉拒廠商，希望廠商提升設備水準再考慮申請健康食品認證，協取業者的靈

芝產品取得健康食品護肝認證的中國醫藥大學林文川教授就曾表達上述觀點(莊

致遠 2001)。73如果結果顯著的話，那麼廠商就可以考慮是否要送主管機關，申

請健康食品認證。有些業者可能即使在拿到實驗報告後，因為行銷考慮、資金運

用，或者對巿場的判斷，而不再繼續申請健康食品認證（科學家Ｌ）。 

如果業者決定申請健康食品認證，那麼政府所委託的審查單位，會先就資料

齊全與否進行形式審查，形式要件具備，再進入健康食品審議委員會進行內容的

實質審查。審查委員會由利益迴避的資深科學家組成，採取共識決的方式審查報

告。如果報告的數據太糟，或者看起來太漂亮，那麼這些審查委員會進一步檢視

原始資料，分析是否有選擇性呈現資料或者其他技術問題，決定該資料是否通過。

一般業者會等待審查結果，但不免抱怨審查冗長耗時(黃瑩純 2008)。但也有業

者會透過業務或者黑道，企業干擾審查過程。 

就實驗執行來看，實驗結果涉及實驗方法及實驗者的技術。林璧鳯教授提到

要用 BaLB/c 雌鼠為研究素材就是一例。林教授表示「實驗結果受實驗方法的影

響很大。…指標不同，解讀也不一樣」(吳亭瑤 2004:6)。74因此，對於廠商來說，

如何尋求適當的實驗室，他們必須審慎考慮。 

在健康食品管理法施行初期，擁有檢測能力的執行單位並不多，因此，部份

大學教授在師長及同事情誼的考量下，接受產業委託評估健康食品，保健食品學

會是重要的中介組織。另一方面，對於學者來說，接受廠商或是政府的委託案，

也是維持實驗室日常運作的手段。實驗室的日常運作，不論是培養學生以及取得

實驗材料，都需要資源。對於某些學者來說，單純地依賴學校，已無法支持實驗

室運作，因為他們選擇與廠商產學合作，校方也鼓勵這樣的合作模式。各方各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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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需，廠商希望取得科學證據，科學家投入實驗，滿足好奇，取得資源，累積聲

望。但是如前所述，不論是廠商或者是科學家，都會相互評估合作的可行性，因

為這是「投資」，而非單純的學術研究。 

就此來說，科學家實際上是個計算者(calculating person)。在與公司合作前，

他先就公司送來的樣本，進行預先實驗(pre-test)以免浪費彼此時間；其次，他也

會詢問業者，推薦劑量為何，以便提高實驗成功機率，減少試誤時間；再者，該

公司的技術能力是否足以提供穩定的實驗樣本，也是考慮因素。此外，是否有學

生可以進行相關實驗，學生是否能於修業年限內完成實驗，能否進行額外實驗，

實驗材料是否容易取得，都是作為計算者的科學家考慮的因素。 

作為計算者，科學家必須經驗老道，才能省卻麻煩，達到目的。他必須要知

道如何選擇實驗動物，譬如選擇何種動物，大鼠或小鼠，掌握足夠學術文獻，知

道使用何種疾病模式，以及如何在有限的資源與時間內，作出有意義的研究。他

也必須考慮實驗實作，考慮到學生與老鼠之間，以及老鼠與老鼠之間的互動關係，

這些都需要經驗。 

科學家擬訂評估方法時，必須計算未來對產學界的利害得失。科學家必須拿

捏分寸，思考是否應「鉅細靡遺」地，寫出評估辦法的全部操作流程，就「品管」

來說，規則卻清楚，管制越明確。然而就「科學」來說，學術日新月異，現在可

行的方法，可能五年後就不符成本效益而過時，因此，操作流程寫太細，反而失

去彈性；此外，亦不利學術界發展，因為大家只要按表操課，因此，某些委員在

擬定評估方法時，會保護部份細節，認為只要實驗者夠認真，願意閱讀 Paper，

那麼會操作的人，就是會操作，以此鼓勵產業界與學術界進修（科學家Ｌ）。但

科學家也會考量產業界的實務需求，修改評估方法，如前述修改四氯化碳劑量的

例子。他們也擔心假公濟私的科學家魚目混珠，因此要求起碼要有兩間試驗中心

作為防弊措施。換言之，評估辦法涉及擬訂、執行與審查之行動考量。 

政府部門則扮演協調者(co-ordinator)的角色，其原則為取得維護國民健康與

促進產業發展之平衡（關於政府的立場與行政部門與立法部門之間的矛盾，請參

考第五章）。政府既管制產業，卻又要發展產業；既補助學術研究，也鼓勵產學

合作。透過舉辦公聽會，政府調整法規管制；此外，在行政上也通融業者先取得

健康食品許可證，再修改評估辦法之規則（見「護肝」該節討論）。 

產業界則是競爭者的角色。企業之間追求區隔，他們希望能夠找到有經驗的

科學家，並且提供他們實驗素材以及人類使用經驗，在產業工作的科學家，也會

提供受託實驗的科學家相關支援。有的競爭力比較差的企業，則會使用負面的手

法，譬如透過業務員或者黑道，去打擾健康食品審議委員，希望他們通過產品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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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有些較有力的企業，則會結成組織（譬如直銷協會），去影響政治人物，修

改健康食品管理法，譬如說，第二軌規格基準就因業者動員而誕生。 

總結上述討論，「健康食品保健功效」，是透過產官學界協商而製造出來的科

學標準，我稱這種科學為「認證科學」(Certification science)。75產官學界彼此互

動，在不同階段扮演不同角色，試著協商出以「品質管制」為原則，並且實務上

可行的評估辦法與指標（圖 20）。產業彼此競爭（競爭者），動員政治人物（動

員者），並且委託科學家進行實驗（委託者）；科學家受企業委託（受託者），計

算得失（計算的人），也是實際進行實驗的人（實作者）。政府管制產業（管制者），

也委託學界擬定健康食品保健功效（科學家為擬訂人），以及審查業界送審報告

（檢核人），以及贊助學者獨立研究。種種互動關係，協商出現行健康食品的「保

健功效」。 

圖 20 認證科學的互動 

 
資料來源：筆者自繪 

如果從 Jasanoff 的觀點來思考健康食品認證的知識生產問題，那麼，可以稱

本文健康食品的「認證科學」為「管制科學」與「研究科學」的混合體。Jasanoff

認為「管制科學」不同於「研究科學(Research Science)，不論是追求的目標、參

與的機構、產物、制度誘因、時間框架、決策選項、權責單位、程序、標準都不

同於研究科學（表 25）。 

在健康食品的認證科學來看，其目標不單純是出於管制需要，同時也是為了

doi:10.6342/NTU201601133



186 
 

平衡產業利益，涉及的機構包括產業、大學與政府。研究報告透過一定程序，可

以轉變成為健康食品許可證。科學家投入的誘因，則包括滿足個人好奇與興趣，

以及取得產業資源與經驗，維持實驗室的運作。認證科學之實驗有來自廠商的時

間壓力，就實驗結果來看，評估方法本身有協商的可能性。權責單位包括行政當

局與專業同儕。程序當中較為特別之處，則是參與政府邀請的專家會議、產官學

同時出席的公聽會，以及擔任審議小組的審察工作。最後，判定實際結果的標準，

可以由產官學之間共同協商而調整。 

從事認證科學的學者因與產業接觸，可能遭遇爭議。當知名大學接受特定業

者委託，而該業者以該大學名義進行宣傳，那麼會引發其他業者的質疑，認為圖

利特定廠商，有些業者甚至告上法院，困擾受託老師及校方，因此，某些老師以

及學校漸漸不願意接受產學合作案，逐漸遠離認證科學（科學家Ｇ）。76就整體

學術環境來看，參與認證科學的科學家在健康食品產業發展已穩定的情況下，逐

漸分化成兩種類型：回歸學術研究；積極擁抱產業。77前述科學家Ｇ，就是回歸

學術研究的例子。 

表 25 健康食品的認證科學與 Jasanoff 對管制科學與研究科學之比較 

 管制科學 研究科學 健康食品的認證科學 

目標 政策相關「事實」 原創與有意義的

「真相」 

平衡產業利益與政府品

管需求 

機構 政府、產業 大學 產業、大學、政府 

產物 研究與資料分析（通常

未公開） 

論文發表 健康食品許可證、保健功

效評估報告、論文發表 

誘因 與法規要求妥協 專業認可與學術進

展 

兩者兼具；滿足好奇與個

人興趣；從產業取得資源

與經驗；尋求產品上巿 

時間框架 法定時間、政治壓力 開放 來自廠商的時間壓力 

選項 接受證據或拒絕證據 接受證據或拒絕證

據、等待更多資料 

接受證據或拒絕證據、 

修改評估方法 

權責單位 議會、法院、媒體 專業同儕 行政當局、專業同儕 

程序 稽核與地方考察、同儕

管制者的審查、司法審

查、立法監督 

同儕審察（正式與

非正式） 

專家會議、公聽會、審議

小組的正式審查 

標準 詐欺或不實陳述 

與行事準則一致 

法律要件充份與否（如

實質證據、證據優勢） 

詐欺或不實陳述、

與同儕科學家接受

的方法一致、統計

的顯著意義 

詐欺或不實陳述、與同儕

科學家接受的方法一

致、統計的顯著意義、某

些標準具協商空間（老鼠

種類、性別、試驗劑量） 

資料來源：Jasanoff (1990)表 4.1 與筆者新增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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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結、借鑑日本經驗，公開揭露健康食品素材安全資訊 

政府透過「健康食品管理法」，鼓勵產業投入產品的安全性與保健功效評估，

然而卻缺少對於「健康食品素材安全性」資訊的系統性揭露。借鑑日本經驗，臺

灣仍極大進步空間。日本厚生勞働省下設有獨立行政法人「日本國立健康榮養研

究所」，公告各種關於健康食品的基礎知識，受害資訊，也羅列各式健康食品素

材安全性與有效性的資訊，提供公眾瞭解健康食品的管道（圖 21）。 

圖 21 日本國立健康營養研究所首頁翦影 

 

資料來源：https://hfnet.nih.go.jp/ 

以靈芝(Ganoderma lucidum. Karst)為例，該網站不僅列出靈芝的歷史發展概

要與相關的法規制度，指出主成分與分析方式，更援引學術界評價靈芝「有效性」

的學術文獻，若研究設計採取隨機雙盲實驗，也會特別註明，民眾以此區分靈芝

的功效宣稱，那些已有學術證據支持，那些是業者誇大不實的廣告。78關於「安

全性」方面，該研究所搜集學術界公開發表的「危險資訊」，包括一般性的影響

（長期使用可能會影響胃口，流鼻血、血便、影響身體凝血），羅列被害事例（達

六項之多），提供動物毒性試驗的參考資料，最後給出安全性與有效性的總體評

價，並附上參考文獻。日本政府對於產品的統整分析，以及資訊的公開透明，都

值得臺灣參考。 

相較於日本，臺灣並無獨立法人專責機構，統整健康食品的安全性資訊，「公

開」提供「民眾」參考。衛福部對於此類醫藥品交互作用以及健康食品非預期危

害，主要仰賴「全國健康食品及膠囊錠狀食品非預期反應通報系統」，其中列出

紅麴、大蒜、人參與銀杏可能之副作用及交互作用。關於靈芝的部份，僅是提供

doi:10.6342/NTU201601133



188 
 

「常見食品與藥品的交互作用」之小卡，指出可能會與某些免疫抑制劑或生物製

劑，產生使藥品效果不彰或導致疾病惡化的副作用，但並無系統性的資訊。79相

較於健康食品安全性資訊的揭露，經濟部工業局所設置的「保健食品產業服務網」

提供給產業發展所需的資訊，卻完整得多。80就此來說，比起促進產業發展，臺

灣政府在公告健康食品及膠囊錠狀食品相關副作用的工作上，仍有很大進步空間。

臺灣政府過份強調「產業發展」與「功效認證」，卻輕忽「食品安全資訊的公共

化與系統化」，忽略「食品安全」概念的推廣。政府與其呼籲民眾不要迷信健康

食品的功效，倒不如建構更完整的食品教育與安全管制的系統，或許才是更為務

實的作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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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一：靈芝健康食品與產官學界的關係年表 

 
產業 政府 科學研究 

1999 

如新 Pharmanex 進行靈芝的大規模人

體臨床實驗；台糖與順天堂合作生產

靈芝 

健康食品管理法 8 月 3 日施行。衛生

署公告五類保健功效。跨部會推動保

健食品研究開發計畫 

衛生署委託林璧鳯撰寫「保健食品之免疫機能性的評

估方法之建立」 

2000 
雙鶴極品靈芝獲得「免疫調節」健康

食品認證 

衛生署公告調節血糖及護肝（針對化

學性肝損傷）之保健功效 

林璧鳯「以巨噬細胞活性作為評估食品免疫機能性之

方法探討」研究報告；沈立言「健康食品之護肝功能

評估方法」 

2001 

雙鶴極品靈芝獲得「護肝功能（針對

化學性肝損傷）」健康食品驗證，舉

辦「護肝大作戰」活動；如新華茂超

級靈芝獲「免疫調節功能」健康食品

認證 

  

2002 
  

沈立言修訂「健康食品之護肝功能評估方法」 

2003 SARS 疫情；保健食品進超商 

衛生署公告修訂護肝功能（針對化學

性肝損傷）評估辦法；公布「健康食

品之延緩衰老功能評估方法」 
 

2004 如新與癌症基金會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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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 
雙鶴御品靈芝獲「延緩衰老功能」認

證  
江伯倫提出「輔助改善過敏體質評估方法草案」 

2006 穩達生技公司強打中研院靈芝產品 健康食品採取雙軌制。 2006 全球華人靈芝研討會 

2007 
 

衛生署公告健康食品「輔助調整過敏

體質功能評估方法」。生技新藥產業

發展條例通過 
 

2008 
   

2009 
雙鶴御品靈芝獲「輔助調整過敏體

質」認證   

資料來源：筆者自行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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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二：與靈芝相關的健康食品認證 

項次 許可證字號 核可日期 中文品名 
保健功效相關成

分 

政府核可的 

保健功效 
可標示於產品上的保健功效宣稱 申請商 製造商 

1 

衛署健食字

第 A00003

號 

2000/7/24 
雙鶴極品靈芝

(膠囊及粉劑) 

靈芝多醣體、靈芝

三帖類 
免疫調節功能 

(一)根據動物及體外試驗結果顯示具有下列功效：1.

有助於促進抗體生成。2.有助於促進免疫細胞增生能

力。3.有助於調節 T 細胞功能。4.有助於促進自然殺

手細胞活性。5.有助於促進吞噬細胞活性。  

勇健工業股份

有限公司 

勇健工業股份有

限公司 

2 

衛署健食字

第 A00015

號 

2001/4/20

官網誤植

為 2002 年 

雙鶴極品靈芝

(膠囊及粉劑) 

靈芝多醣體、靈芝

三帖類 

護肝功能（針

對化學性肝損

傷） 

(二)根據動物試驗結果，對四氯化碳誘發大鼠肝臟的

損傷有下列功效：1.有助於降低血清 GOT、GPT 值。 

2.有助於增加肝臟蛋白質含量。 

勇健工業股份

有限公司 

勇健工業股份有

限公司 

3 

衛署健食字

第 A00023

號 

2002/4/8 
如新華茂超級靈

芝 

靈芝三帖類、靈芝

多醣體  
免疫調節功能 

(一)根據動物及體外試驗結果顯示具有下列功效：1.

有助於促進抗體生成。2.有助於促進免疫細胞增生能

力。3.有助於調節 T 細胞功能。 

美商如新華茂

股份有限公司

台灣分公司 

杏輝藥品工業股

份有限公司食品

工廠;明通化學製

藥股份有限公司

第二廠 

4 

衛署健食字

第 A00035

號 

2003/4/15 
如新華茂超級靈

芝 

靈芝三帖類、靈芝

多醣體 

護肝功能（針

對化學性肝損

傷） 

(二)根據動物試驗結果，對四氯化碳誘發之大鼠肝臟

損傷，具有下列功效：有助於降低血清中 GPT 和 GOT 

值。 

美商如新華茂

股份有限公司

台灣分公司 

杏輝藥品工業股

份有限公司食品

工廠 

5 

衛署健食字

第 A00043

號 

2004/2/25 葡萄王靈芝王 靈芝粗多醣體 免疫調節功能 

根據動物及體外試驗結果顯示具有下列功效： 1.有

助於促進抗體生成。 2.有助於調節Ｔ細胞功能。 3.

有助於促進自然殺手細胞活性。  

葡萄王生技股

份有限公司 

葡萄王生技股份

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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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次 許可證字號 核可日期 中文品名 
保健功效相關成

分 

政府核可的 

保健功效 
可標示於產品上的保健功效宣稱 申請商 製造商 

6 

衛署健食字

第 A00056

號 

2005/2/1 
統一活力寶典極

品靈芝 

靈芝酸 a(ganoderic 

acid a)、靈芝酸

b(ganoderic acid b) 

護肝功能（針

對化學性肝損

傷） 

根據動物試驗結果，對四氯化碳誘發大鼠肝臟損傷

具有下列功效：1.可降低血清 GPT 值。2.可增加血清

中白蛋白含量。 

統一企業股份

有限公司 

科達製藥股份有

限公司 

7 

衛署健食字

第 A00069

號 

2005/9/15 雙鶴御品靈芝 

靈芝酸 (A,B,C…

等九種)、多醣肽

(分子量 20 萬以

上)  

輔助調整過敏

體質功能,延

緩衰老功能 

(一)經動物實驗結果顯示：有助於增加易老化鼠之存

活率。(二)經動物實驗結果顯示：(1)有助於減少過敏

反應相關細胞激素之分泌。(2)有助於減少抗原特異

性免疫細胞增生。 

勇健工業股份

有限公司 

勇健工業股份有

限公司 

8 

衛署健食字

第 A00091

號 

2007/3/30 
活靈芝菌絲體滋

補液 
靈芝粗多醣 免疫調節功能 

根據動物及體外試驗結果顯示，有助於促進吞噬細

胞活性。 

佳格食品股份

有限公司 

佳格食品股份有

限公司 

9 

衛署健食字

第 A00162

號 

2009/10/2 
雙效活靈芝滋補

液 
靈芝粗多醣 

免疫調節功

能、延緩衰老

功能 

(一)免疫調節功能 經動物實驗結果證實：(1)有助於

促進吞噬細胞活性。(2)有助於促進自然殺手細胞活

性。(二)延緩衰老功能(1)有助於降低血清中過氧化物

之含量。(2)經易老化動物模式的實驗結果顯示，有

助於延緩老化。 

佳格食品股份

有限公司 

佳格食品股份有

限公司 

10 

衛部健食字

第 A00277

號 

2015/7/6 
靈敏王靈芝菌絲

體膠囊 
靈芝多醣 

輔助調整過敏

體質功能 

經動物實驗證實：(1)有助於降低過敏反應相關細胞

激素 IL-4、IL-5 分泌量。(2)有助於抑制過敏免疫反

應的特異性 IgG1 抗體生成。 

葡萄王生技股

份有限公司 

葡萄王生技股份

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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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三：臺灣健康食品之護肝功能評估方法（針對化學性肝損傷）與

中國的保健食品功能評價之化學性肝損傷有保護作用對照表 

保健食品功能評價(I)化學性

肝損傷有保護作用功能 

(中國衛生部 2000年 1月頒布) 

健康食品之護肝功能評估方法
(針對化學性肝損傷) 

說明 

三 對化學性肝損傷有保護作

用功能 

1 保護肝臟的重要性 

肝臟是重要的物質代謝器

官，在碳水化合物、脂類、蛋

白質、維生素、激素、膽汁等

物質吸收、貯存、生物轉化、

分泌、排泄等方面都起著重要

作用。肝臟是人體重要保護器

官，具有解毒和吞噬的功能。

肝臟也是重要血液調節器官，

參與血液中許多凝血因子的合

成，參與造血過程，貯存和釋

放造血因子。肝臟是人體內許

多酶類的合成器官，保證人體

正常新陳代謝過程。肝臟具有

強大的再生和代償能力，能克

服輕度或局限性損傷而不致造

成肝功能障礙。 

壹、前言 

    肝臟為人體最大、機能最複雜的重

要代謝器官。它在醣、脂質、蛋白質、

維生素、激素、膽汁等物質代謝中，均

有重要作用；同時肝臟還有分泌、排

泄、生物轉化等方面的功能。肝細胞含

有豐富的肽，並合成許多肽和某些凝血

因子，儲存和釋放造血因子，參與血液

凝固和造血過程。肝臟也是機體重要屏

障器官，其解毒功能對機體有重要保護

作用。當肝功能損傷時則代謝障礙，並

影響其他臟器功能，嚴重則危及生命。

肝臟具有肝動脈和門靜脈的雙重血液

供應，並擁有大量血竇，肝細胞膜能直

接與血液接觸，同時肝細胞膜的通透性

又較大，故肝細胞與血液進行活躍有效

的物質交換。很多有毒物質易引起肝細

胞損傷，肝具有強大再生和代償能力，

對輕度或局限性損傷往往不致造成肝

功能障礙。 

改寫 

但許多病因子可造成肝實

質細胞的變形和壞死，當部分

肝細胞壞血而剩餘細胞再生

時，會發生纖維增生而導致肝

硬化。在肝硬化的初期和未及

時得到治療和緩解，就會使肝

靜脈血流受阻，肝靜脈和門靜

脈壓上升，促使肝內動靜脈吻

合支的形成，導致肝細胞供血

減少，進而發生進一步的壞死

和肝硬化。當肝臟嚴重損傷，

代償能力顯著減弱時，就會出

肝臟對各種致病因子的反應方式，主要

是肝實質細胞和星狀細胞增生與肝實

質細胞的變性和壞死，以及肝間質的滲

出和增生。當肝細胞壞死，而剩餘肝細

胞再生的情況下，則發生纖維增生導致

肝硬化。在肝硬化時使靜脈血流受阻，

導致肝靜脈與門靜脈壓上升，促進肝內

動靜脈吻合支的形成，致使肝細胞供血

減少，進而發生變性或壞死、纖維增

生，肝硬化更加嚴重，這樣形成惡性循

環。當肝嚴重損傷，且代償能力顯著減

弱時，則出現嚴重肝功能障礙稱肝功能

改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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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健食品功能評價(I)化學性

肝損傷有保護作用功能 

(中國衛生部 2000年 1月頒布) 

健康食品之護肝功能評估方法
(針對化學性肝損傷) 

說明 

現嚴重的肝功能障礙(或稱肝

功能不全)，進一步加重肝功能

衰竭，並引起中樞神經系統的

功能 障礙而導致肝昏迷。 

 

不全，進一步發展則肝功能衰竭，引起

中樞神經系統功能障礙，出現肝昏迷。 

 
中醫學認為肝的主要功能藏血、主魂、

主目、主筋膜和主疏泄，與脾胃的升降

密切相關，與膽互為表裡。肝氣鬱結則

出現脅肋脹滿、精神抑鬱、納食不化、

脘痞腹脹，甚則黃疸等症候。 

臺灣

版新

增 

2 保護肝損傷物質評價方法 

造成肝臟疾病的主要因素

有病 毒性、酒精性和化學性三

大類。由於病毒性和酒精性肝

損傷的動物模型不易建立，而

對化學性肝損傷保護作用，在

一定程度上具有代表性，故目

前 國內外一般均僅對化學性

肝損傷有保護作用的物質進行

評價，因為僅在化學性肝損傷

方面的病理切片中，動物和人

體的病理現象是一致的。 

國人肝臟疾病罹患率甚高，慢性肝病及

肝硬化為十大死亡原因之第六位，每年

死亡人數在三千人以上。造成肝臟疾病

之主要因素有病毒性、酒精性與化學性

三大類，而在老鼠動物模式之病理切片

中與人體有一致之病理現象者為化學

性肝損傷。由於造成病毒性、酒精性肝

損傷之動物模式不易建立，因此本評估

方法僅針對化學性肝損傷進行護肝功

能之評估。 

劃線

處為

參考

中

國。其

他部

份新

增 

一般的評價方法，是用四氯化

碳誘導大鼠(或小鼠)發生慢性

肝損傷的實驗模型，然後比較

受試樣對大鼠慢性肝損傷的保

護能力。因為四氯化碳能使肝

微粒酶活化成三氯甲烷自由

基，然後與蛋白質結合而使蛋

白質的合成受阻，並引起脂類

分解代謝的失調，引起肝細胞

內甘油三酯的蓄積。此外，三

氯甲烷自由基可形成過氧化

物，使脂類過氧化而損傷肝細

胞膜，造成肝臟中酶的滲出和

所以本評估方法之進行主要是以四氯

化碳（CCl4）誘導大（小）白鼠慢性

肝損傷的實驗模式，探討不同試驗樣品

之處理對於大（小）白鼠慢性肝損傷之

影響。四氯化碳誘導肝損傷之原理，主

要是因四氯化碳受肝微粒酵素活化成

三氯甲烷自由基，然後與蛋白質結合導

致蛋白質合成受阻，並引起脂質分解代

謝失調，引起肝細胞內三酸甘油酯蓄

積，另外三氯甲烷自由基形成過氧化

物，導致脂質過氧化而使得肝細胞膜損

傷，造成肝中酵素滲出及細胞病變而壞

死。 

改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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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健食品功能評價(I)化學性

肝損傷有保護作用功能 

(中國衛生部 2000年 1月頒布) 

健康食品之護肝功能評估方法
(針對化學性肝損傷) 

說明 

細胞病變壞死。 

 

 本評估方法將於日後再予以適當增加

肝功能評估項目，以加強肝功能評估之

完整性。另外，本評估方法目前僅針對

化學性肝損傷進行護肝功能之評估，未

來陸續將病毒性、酒精性肝損傷護肝功

能之評估方法納入。 

新增 

 貳、實驗項目與實驗方法（因文長不錄） 原創 

當動物腹腔注射四氯化碳

(與玉米油或橄欖油的混合物)

後，受試動物的血清中與肝損

傷相關酶的活性，和與肝傷害

相關的成分會發生改變，如受

試物具有保護作用，則相關的

酶活性和成分就會較少改變

(即緩和所受的損傷)。包括： 

 臺灣

刪去 

2. 1 血清中酶活性 

肝臟細胞內有一定濃度的

谷丙轉氨酶(GPT)和谷草轉氨

酶(GOT)，當肝功能受損降低

時，血中的 GPT(或丙氨酸氨基

轉移酶，ALT)和 GOT(或天門冬

氨酸氨基轉移酶，AST)就會升

高，因此，一般用測定 ALT 和

AST 來推斷肝細胞的受損或保

護能力。 

參、評估方法之原則要求 

一、血清：測定與肝傷害相關之成分或

酵素活性 

  必作： 

1.GOT (AST) 

2.GPT (ALT) 

 

簡化 

2. 2 血清中三甘油醋和膽固醇 

血清中與肝傷害的相關成

分三甘油脂(TG)和膽固醇含量

也有相似的關係，但有時可受

其他因素的干擾，因此屬非必

測項目。 

  選作： 

1. TG 

2. Cholesterol 

 

簡化 

2.3 其他抗氧化成分和酶活性 

也可對受試動物直接測定

二、肝臟：測定各種與抗氧化功能相關

之成分或酵素活性 

簡

化；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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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健食品功能評價(I)化學性

肝損傷有保護作用功能 

(中國衛生部 2000年 1月頒布) 

健康食品之護肝功能評估方法
(針對化學性肝損傷) 

說明 

其肝臟中與肝功能直接有關的

各種抗氧化成分或酶活性來進

行判斷。包括谷胱甘肽(GSH )、

谷胱甘肽還原酶(GSH Rd)、谷胱

甘肽過氧化酶(GSH Px)、超氧化

岐化酶(SOD)和過氧化氫酶。 

  必作： 

1.Glutathione (GSH) 

2.Glutathione peroxidase (GSH 

Px) 

3.Superoxide dismutase (SOD) 

4.Catalase 

選作： 

1. Glutathione reductase (GSH 

Rd) 

GSH 

Rd 改

為選

作。 

在進行第 3 部分側定

時，同時對肝臟進行病理觀

察。 

3.對化學性肝損傷有保護作用

試驗項目和結果判定方法根據

中國衛生部 1999 年公佈的試

驗項目和結果判定的規定如

下： 

3.1 試驗項目 

3.1.1 動物試驗化學性肝損傷

動物模型中，丙氨酸氨基轉移

酶(ALT)、天門冬氨酸氨基轉移

酶(AST)測定和肝組織病理學檢

查。 

三、病理切片觀察 

      必作 

四、其他相關之測定項目由送審單位自

行評估是否需要執行。 

 

縮

寫。並

增加

第四

項 

1 2 結果判定 

病理結果陽性，兩個轉氨酶中

任何一項陽性，可判定受試物

具有對化學性肝損傷有保護作

用。 

肆、結果判定之基準 

    由以上血清與肝臟之各項測定

值、病理切片觀察結果，並配合其他由

送審單位送出之相關測定項目之數

據，經統計分析後所得之客觀結果，再

由審查委員進行評估。 

不同 

資料來源：淩關庭 (2001a)；衛福部「健康食品之護肝功能評估方法(針對化學性

肝損傷)」（920829 衛署食字第 0920401629 號公告修正版本） 

說明：衛福部 2003 年的版本相較於 2000 年版本僅於實驗項目與實驗方法作少許

修改，前者有電子檔，後者無，為方便比較故採用 2003 版本）。 

其次，中國於 1997 年就已提出「對化學性肝損傷有輔助保護功能」，淩關庭

的介紹，則是筆者目前找到最早對於保健食品功能評價較為完整的說明，故

以這兩份文件作為比較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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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產業挪用健康食品認證──國家認證、媒體傳播與

建立靈芝療效可信度 

臺灣發展生技產業，學者認為中草藥是臺灣優勢。應以產業需求，投入中藥

的科學研究，以此達到商品化目的。中藥商品化是中藥科學化的核心精神。臺灣

涉足生技產業，國內學者認為中草藥當中，靈芝是最具利基的典範商品，吸引不

同學術團隊投入研發。面對新藥開發困境，健康食品認證是中藥科學化目前最明

顯的成就，本章以靈芝的健康食品認證為分析對象，從中藥商品化的角度，探討

產業如何運用國家認證與媒體傳播，建構靈芝的療效可信度。 

過往業者透過技術設備自我標榜，透過專家學者教育消費者，以此建立自身

作為靈芝權威的正當性。業者陸續取得健康食品認證，但第一張免疫調節認證，

讓他們發現國家認證無法擔保巿場收益。於是，在第二張護肝認證上，他們採取

高規格方式行銷，推出「護肝大作戰」之百人試吃靈芝實驗，生產見證案例，並

且透過醫院檢查報告強化可信度。但這樣的作法，就食品安全的角度來看，不無

商榷空間。 

業者申請延緩衰老的功效認證，進行動物實驗模式與人體試驗模式評估靈芝

產品，但是最後政府僅核可動物實驗模式所驗證的功效，從事人體試驗的學者為

此感到不平。在取得三張健康食品認證後，業者以此象徵技術優勢，並且採取二

元對立邏輯，標榜完整的靈芝產品，才能給消費者完整的功效，以此區隔競爭對

手，批評對手「靈芝的好壞在多醣體」是落後的說法，對消費者幫助有限。傳銷

業者援引學術文獻，進行多醣體的象徵鬥爭，以此搶奪巿場地位。 

最後，業者透過併證手法，讓靈芝產品成為衛福部官網「輔助調整過敏體質」

第一順位列出的產品，以此達到滿足四個「全國第一」廣告宣稱。業者透過專訪

科學家，並且重點說明實驗過程中的有趣插曲，進一步強化靈芝療效的可信度。

靈芝產品在獲得四項健康食品認證後，從癌症患者的輔助醫療藥品，轉變成為守

護家族的健康伙伴。在學術報告、見證故事與國家認證的三重擔保下，傳銷商成

為靈芝功效的信徒。 

楔子、中草藥生技開發的思維核心為商品化 

官方對於「中草藥科學化」的看法，本質上應理解為以「生物技術」開發「中

草藥」，中草藥被視為資源，可供生物醫學界開發植物新藥。1至於傳統理論（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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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性五味）與相關業者（中醫師或者中藥業者），則未被納入科技政策的制訂過

程當中。因此，想要瞭解政策對於「中草藥」的相關政策，必須從「生技醫療科

研」相關計劃切入，因為「中藥科研在臺灣整體施政預算所占比例相當低」，而

政策制訂者多為西醫藥背景(余依婷 and 鄭惠文 2012:341)。因此，在科技政策

的脈絡裡，「中草藥科學化」可理解為如何以「生物醫學」的方式，從「中草藥」

當中，開發新產品的過程。 

在此脈絡下，「商品化」潛力成為「生技科研」前提，產業導向對「中草藥

科技化」的影響日漸明顯。行政院科技顧問會議從未邀請過中醫藥人士參與，但

「具有開發新藥或經營生技醫藥公司實務經驗的科技顧問」，則是會議的座上貴

賓(余依婷 and 鄭惠文 2012:344)。為了回應產業需求，政府引進國際生物技術，

健全臨床試驗查驗體系，並且改造政府組織，以提升管理效率(ibid:349)。「生物

產業策略諮議委員會」(BioTaiwan Committee)2建議為了幫助臺灣「中藥科學化」

的發展，應「以『產業發展』作為臺灣政策主軸，不要總是落入『學術研究』的

思維」；應「『注重效率』，導入『策略聯盟之授權』或『委外合作』進行科研開

發」，不需要臺灣從頭發展產業基礎；至於國家型計劃的評估指標，若為產品導

向者，應從利基巿場反應進行評估，「若須作為臺灣整體產業發展方向參考，則

須從『前瞻性技術開發』的完成度進行評估」(ibid:350)。「發展、效率、利益、

前瞻」成為以生物技術開發中草藥的重要概念。 

值得注意的是，2008 年的 BTC 會議，已經關注到「療效」與標準化評估的

地方差異，委員會主張應該要另行建立臺灣自身的標準化評估機制；這反映了「療

效」具有因地而異的「政治性」。余依婷提到委員會之建議為：「先進國家對植物

新藥之審核以西藥研發模式及疾病分類為准，恐怕難以觀察到臨床可用之療效。

臺灣若要投入植物新藥的研發，應根據臺灣中醫藥科研經驗，另外訂定一套『以

臨床療效為基準』之標準化評估機制」(余依婷 and 鄭惠文 2012:351)。3商品化

不光是物質開發，也必須包括物質環境的建構，因此，委員會建議應從整體的角

度，建構「中藥科學化」的環境，包括開發原料、半成品與成品之檢驗方法，以

及擬定法令基準等等，並作成推動「臺灣生技起飛計劃」之決議(ibid:351)。 

「臺灣生技起飛計劃」的全名為「臺灣生技起飛鑽石行動方案」。「鑽石」成

為整個行動方案最重要的「象徵」。政府認為「我國投資於生技相關學研機構長

期所累積的研發能量，尚未順利被下游廠商承接與應用，致使研發成果無法順利

商品化，創造可觀的具體產值」，這是「產業價值鏈上的關鍵缺口」，因此於 2009

年 3 月 26 日宣布啟動「台灣生技起飛鑽石行動方案」，主要內容包括：「強化產

業價值鏈(value chain)中產業化研發能量、成立生技創投基金、推動整合型育成

機制，以及成立食品藥物管理局以建構與國際銜接的醫藥法規環境等4項重點」。
4主責單位分別對應於經濟部產業化研發中心、經建會、國科會、衛生署。「學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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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發」為政府興利，促進產業之手段。 

圖 22 臺灣生技起飛鑽石行動方案推動架構圖 

 

資料來源：行政院科技顧問組，2009 年 10 月 1 日。5 

余依婷從「中藥科學化」的角度回顧上述發展，她認為 

「中藥科學化」雖非臺灣發展生技產業的主要研究目標，但是相關的政

府資源投入，仍有可能幫助發展中藥科學化。學術研究雖然可作為「中

藥科學化」基礎，但是要獲得具體進展，還是必須把產業發展納入考慮。

臺灣目前在中藥科學化的推動上，必須扣緊產業應用的需求，使中藥科

研技術能夠具體商品化，同時也要強化海峽兩岸交流、建立與先進國家

的策略聯盟合作關係，才能在科學化、現代化、國際化的方向上，提升

中藥科研究技術的層次(ibid:357-8)。 

然而，余的「中藥科學化」立場，讓她錯失了「中藥商品化」才是臺灣發展生技

產業的關鍵。政府視中藥科學化為目段，目的是推動「中藥加工品的再商品化」。 

採取新科技生產的中藥加工品，成為「新興物質」，必需被重新賦予價值，

才能在巿場上取得流通機會。6「創造價值」是商品化的核心，賦予消費者對於

產品的價值感受，是當代商品化理論的核心關懷(Baudrillard 2001)。布希亞曾提出

「物必須先成為『符號』，才能成為消費對象」的論點，應用在生技產品上，可

以很明顯看到，對於一般人而言，「生技」並非實務操作程序與理論，而是意味

著「新奇」、「專業」與「進步」等意涵。 

當產品不只經歷經物質加工，也經過符號加工，前者我們稱為「製造」，後

者稱「行銷」，這兩者構成了「生產」的不同環節。在生技時代，物質加工的過

程，也成為行銷展演的一部份，換言之，這些「技術加工」過程如何從過去的「後

臺」位置，走向「前臺」(Goffman 1959; Goffman 2008)，成為行銷展演的焦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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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是本文認為從「商品化」視角理解「中草藥科學化」的關鍵。 

說服過程成為商品銷售的核心。過去，我們信賴品牌與專家；今日，我們希

望看到實驗數據、製造過程、專家解說甚至是他人的見證，我們才願意消費商品

(鄭玉菁 2006)。科學往往被視為今日最有力的說服手段。拉圖認為科學是種修辭

學，是建構事實的程序(Latour and Woolgar 1986)。但是，個案故事與名人的保證

也是建立可信度的重要依據(Shapin 2007; Shapin and Schaffer 2006)。但是他們都沒

有談到「企業」與「國家」在建立可信度所扮演的角色。延續上一章的討論，本

章將以靈芝獲得的健康食品認證為例，探索直銷業者，如何挪用「科學研究」、「見

證故事」與「國家認證」，建構靈芝療效的可信度。 

第一節、靈芝作為生物科技投入中草藥開發的典型案例 

常識認為健康食品巿場有利可圖，因此食品業者、藥品業者以及生技業者投

入「健康食品」產業；但我曾從制度條件分析業為者何不得不投入的原因(安勤

之 2012)。回顧西元 2000 年前後，當時「生物科技」尚未喊得漫天作響，1999

年當時前國科會生物處處長林榮耀，曾表示廠商應投入研發，共同發展下一世紀

的明星產業──生化科技(吳伯方 1999)。 

2001 年，行政院召開第五次生物技術產業策略會議，能創造高收益的藥用

作物，被認為國家投入生技產品的切入點。7在靈芝研究者許瑞祥的角度看來，

靈芝最有資格成為現代化生物技術產業的優先開發對象。他相信，「唯有以靈芝

為模式建立上、中、下游全方位產品開發經驗，才能逐項帶動其他中藥材進軍國

際舞台」(許瑞祥 2000:16)。 

許瑞祥認為相較於其他中藥材，靈芝的優勢在於(1)民間流傳久遠、(2)功效

卓越，既有古籍記載，又有充份的現代藥理學研究、(3)具備多種活性成分，具

開發潛力、(4)巿場需求大，具產品發展潛力、(5)生產栽培符合環保，具有永續

經營價值(ibid:16-17)。他也指出臺灣發展靈芝產業的優勢，包括(1)靈芝是臺灣的

道地藥材，種源豐沛、(2)具長期的靈芝研究經驗，從 1987 年國科會大型研究計

劃以來，學界已有長期累積、(3)成熟的栽培生產技術，國內工業化技術成熟、(4)

具國際巿場行銷競爭能力，巿場對靈芝商品的推銷能力成熟(ibid:17-18)。8 

固然，作為靈芝學者，許瑞祥抬舉靈芝優勢無可厚非。但他確實點出一個關

鍵議題：如果中草藥是臺灣生物科技的切入點，那麼，是不是可以將靈芝視為中

草藥的典型範例？事實上，第二章的討論已經指出，中醫藥從業人員並不使用靈

芝，也不認為靈芝是中藥的一部份，靈芝重新納入中醫藥使用，反而是直銷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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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廣與當代科學研究，促使中醫師重新將靈芝納入處方。因此，許瑞祥將靈芝視

為中草藥的典型範例，反映了他希望為靈芝爭取更多國家與企業的資源。上述討

論應視為許瑞祥產官學界的「說帖」，號召更多人關注、投資與研究靈芝。 

 靈芝是中草藥的典型範例，國內的重要學術研究團隊也有相近觀點。儘管在

1980 年代，中草藥的科學研究被視為不入流，但 21 世紀卻成為炙手可熱的研究

議題。榮民總醫院與陽明大學組成的「榮陽團隊」，在 2000 年完成人類第四號染

色體千萬鹼基定序工作後，於 2001 年 4 月投入靈芝的基因體定序計劃。研究計

劃主持人陽明大學醫學院院長、台北榮總教學研究部主任何橈通表示這項研究計

劃具有重大意義。9何橈通說「靈芝可望成為台灣中草藥進軍國際巿場的明星產

品」，參與研究計劃的台北榮民總醫院研究員蕭明熙表示，「在中草藥研究開發上，

韓國以人參為主，德國則以銀杏享譽世界，若能成功與生物科技結合，台灣將有

機會成為靈芝王國」(鄒珮珊 2002)。 

對於中研院院士（2006 年 10 月接任院長）翁啟惠來說，靈芝也是建立中草

藥新藥開發模式的重要素材(翁啟惠 and 吳亭瑤 2005:11)。翁啟惠的專長是醣分

子合成及醣蛋白研究，2000 年他接受美商如新華茂(Pharmanex Co.[CA, USA])公司

委託研究靈芝多醣，並於 2002 年與學生合作發表了靈芝多醣體抗腫瘤與免疫調

節的研究論文，並申請專利(Wang et al. 2002a:4; 吳亭瑤 2005b)。102002 年起，

翁啟惠主導的靈芝研究團隊發表靈芝多醣體的系列研究成果，經由動物實驗陸續

發現 F3 區段具有抗癌、抗病毒、改變免疫激素的反應，取得多項研究成果並且

申請專利(Chen et al. 2004; Chien et al. 2004; Hsu et al. 2004; Wang et al. 2002b)。
112005 年 1 月 1 日，靈芝多醣研究從翁啟惠實驗室的主題，以「醣類免疫功能之

研究」為名義，成為中研院的主題計劃，成為七、八個實驗室共同執行的研究主

題(陳水田 2005)。12翁啟惠認為，結合靈芝多醣的化學分析與生物分析，將有利

靈芝在未來醫療領域的利用(翁啟惠、吳亭瑤 2005:12)，中研院也因此成為國內

靈芝相關專利申請人當中，「最有研發能力之單位」(周書瑜 2011:64)。翁啟惠說

「台灣需要的是一個藥，成功一個，大家就有信心了。藉由發展一個新藥，帶動

生技產業，並且藉由發展新藥，建立生技產業的基礎建設」(龐中培 2006)。中

研院的學者們，極為期待以靈芝為素材開發新藥的可能性。 

然而，從學術研究到新藥開發，需要龐大的資源與制度條件的配合。儘管臺

灣的科學家，已經從靈芝當中，開發出種種具有新藥開發潛力的成分（不論是小

分子蛋白、特定的靈芝酸，或者某種結構的多醣肽），但是在商品化的路程中，

這些產品除了必須克服量產能力問題，同時也必須面對國內外臨床法規與專利佈

局，以及業者經濟實力的考量。因此，在實務上，科學家希望能夠透過保留專利、

或者技術轉移，或者改以動物用藥的方式，加速利用新技術開發出來的產品商品

化。產業界則採取「騎驢找馬」的策略，先將商品定位為(保健)食品或者健康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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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上巿，累積巿場使用經驗，為進一步商品開發與行銷累積資金與口碑。就此來

說，目前中草藥科學化，現階段最成功的部份，我認為仍是「健康食品」。因此，

本章以「靈芝健康食品」，作為我以商品化角度，切入中藥科學化的個案。 

第二節、業者的象徵鬥爭──取得國家認證前以「二元對立」建構靈

芝可信度 

從靈芝商品的發展歷程來看，取得「健康認證」意味著獲得政府背書。前兩

章的討論主要關於政府與學術界，本節探討產業界如何回應「健康食品認證」。

雙鶴公司分別於 2000 年獲得免疫調節認證、2002 年獲得護肝功能認證、2005

年獲得延緩衰老認證、2009 年獲得輔助調整過敏體質認證，是國內獲得最多靈

芝健康食品認證的業者，因此延續第四章的討論，本文仍以「雙鶴公司」作為個

案研究對象，並依序探討廠商對四項健康食品認證的因應策略。 

 本文大量仰賴中華民國微生物文教基金會發行的《健康靈芝》作為分析材料，

因此有必要說明該資料的性質，該文教基金會則是由雙鶴集團贊助成立。雙鶴集

團發行兩類刊物：《雙鶴》雙月刊（1987 年 9 月創刊）與《健康靈芝》季刊（1998

年 7 月創刊）。兩者都算是傳銷公司的內部刊物，但前者很明確地針對直銷商，

確認成員之間的階序關係（如某人晉升藍鑽之類的）、營業規則、福利與權益，

因此，商業成分濃厚。後者透過微生物文教基金會發行，內容以學術性為主，分

享科學新知，個人見證，以及雙鶴公司較為學術性的活動（如講座或者學者專家

演講）。早期的《雙鶴》雜誌，多少也有介紹公司產品的相關廣告，但是到《健

康靈芝》雜誌創刊後，商業性與學術性內容的分化才變得比較明顯。但如果因此

認為《健康靈芝》是純學術性的雜誌，則又屬誤解，因為早期的雜誌仍會出現雙

鶴靈芝產品的廣告訊息。該雜誌主要讀者為傳銷商，文中提到的科學研究與見證

故事，可以強化傳銷商對靈芝產品的信心與作為輔銷資源。13本論文關注靈芝的

療效政治，故以《健康靈芝》雜誌內容為分析主幹。 

在尚未獲得國家認證以前，《健康靈芝》內容主要包括業者的靈芝廠房介紹

（工廠、靈芝科學館、農場），以此說明業者的品管水準，同時也包括各項基本

學理的介紹（如介紹免疫調節蛋白、人工栽培技術、抗衰老的作用）。對於「健

康食品管理法」，業者既期待又怕受傷害，因此他們仍希望政府能夠建立靈芝的

國家標準，而不僅僅是規範健康食品的保健功效(古富元 1999)。業者希望建立

成分的「檢驗標準」，因此委託食品工業研究所提供機能性成分與高分子粗多醣

的分析方法，提供政府參考(傅偉光 1999; 傅偉光 2000)，但這些委託報告，對

於政府來說並無後續影響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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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業者也透過科技檢驗巿售產品「有效成分」，既呼籲政府應針對「靈芝

多醣體」含量建立國家標準，也建議消費者吃完整的靈芝，不要只看多醣體的含

量（見第四章第五節的討論）。在產品尚未取得國家認證之前，靈芝學者暨微生

物文教基金會董事許瑞祥表示「法理之隘，容不下靈芝[功效]之大」（見本章 3.4

節討論），援引各項科研數據，支持靈芝與各種療效的連結，是健康靈芝雜誌一

貫的作法。 

在「健康食品管理法」(1999 年 8 月 3 日施行)的侷限底下，業者為了推廣對

靈芝產品的觀念以及瞭解讀者（傳銷商）反應，在 1999 年 11 月 24 日舉辦了《健

康靈芝雜誌》讀者 V.S.專家座談會。會議主持人界定主題以學術討論為主，「不

涉及廠商或產品」。透過這個座談會，與會專家希望讀者建立「靈芝具預防醫學

的功能」與「健康靈芝雜誌的訊息正確且專業」的價值觀，隨著問答過程的進行，

專家解說靈芝的服法（空腹、與西藥分開服用、少量漸增方式服用、預防勝於治

療）、靈芝產品的判準（廠商是否具備生產研發能力、產品形態、有效成分與含

量、人工栽培靈芝的成分較野生靈芝穩定）、回應社會輿論（申請健康食品情況，

或媒體報導其他學者質疑靈芝功效及安全性）。 

隨後，業者半年後又舉辦了第二次座談會(吳亭瑤 2000a; 吳亭瑤 2000b)。

講者與參與者問答之間，慢慢建立了參與者對於「靈芝產品」的判斷標準，使得

他們以「正統」自居，對抗巿場上的「異端」，這個過程我認為可以用 Bourdieu

的「象徵鬥爭」概念來解釋，也就是一種界定社會秩序與分類的過程，在意見場

域當中，劃出兩端（正統與異端），但是更為深沈的而未被意識到的先見(doxa)，

在這個場合中卻從未被質疑與挑戰(Bourdieu 2004)。這些意見包括「原料與成分」、

「技術與產品」，「功效」，「病理與實用」，以及「推廣」等面向，與會的學者專

家所說的話，被認為是「正統」。底下將透過「正統」與「異端」對照表，突顯

出傳銷業者舉辦的座談會之二元對立邏輯（表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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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6 微文物文教基金會舉辦的座談會內容之二元對立邏輯 

 正統 異端 

原

料

與

成

分 

 靈芝作為保健食品應注重「原

來形態」，使用「菇體」（子實

體）是遵循古法，子實體才是

「真正」的靈芝，生產速度較

慢。 

 人工栽培靈芝的成份穩定，安

全可靠。 

 自家生產，來源單一，品質穩

定。 

 菌絲體產品是實驗室產物，材

料容易取得，但是容易摻假，

且有效成分含量不足。 

 三萜類是靈芝的苦味成分，但

也容易摻假。 

 野生靈芝的成份不穩定，若發

霉將有致命危險。 

 多家農家收購，品質不一。 

技

術

與

萃

取

法 

 [萃取]吸收與利用率高，濃縮程

度高，可降低服用劑量，適合

患者長期服用。 

 產品穩定性高。 

 科學且標準化的萃取過程，成

份安定性高。 

 [磨粉]靈芝的吸收與利用率較

差，有效成分含量低導致服用

量大，一次也許得吞上 40 到 50

克的生藥。 

 即使濃縮倍數高，也可能原料

混雜，魚目混珠，爛貨假貨冒

充好貨。 

 產品穩定性低（不同批號的產

品可能濃度不一，品管差）。 

 傳統而不穩定的煎煮過程。 

功

效

篇 

 孕婦及幼童可以長期服用靈

芝，安全無虞。資深傳銷商也

以自家人經驗掛保證。 

 靈芝無毒。瞑眩反應表示好

轉，拉了肚子反而有精神。 

 靈芝調節身體機能，不是進補 

 靈芝是平性的，不會上火 

 《健康靈芝》的學者專家才懂

靈芝 

 樟芝妾身未明，不是靈芝。商

業炒作居多，且缺少研究報告

與科學證明。 

 中毒的人，吃的不是靈芝。拉

肚子人會變得沒有精神。 

 靈芝是進補 

 人參吃了會上火 

 醫師不懂靈芝，也不知道患者

吃的是什麼靈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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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統 異端 

病

理

與

實

用 

 給靈芝一個機會，給患者一個

機會，積極吃靈芝才會救自己

一命 

 服法宜少量增漸，吃多才會有

明顯改善。沒改善是因為用量

不足。 

 

 最好配合醫師治療，並且服用

靈芝，就算無法救治，也能減

少病患痛苦，讓他好走。 

 預防勝於治療；靈芝具發現隱

藏疾病的功能，也能幫助氣血

運行，打通血脈 

 大醫院都治不好的病，醫師宣

告放棄。 

 為了省錢，或害怕瞑眩反應，

而不吃靈芝或僅服小量。 

 病情惡化，束手無策。 

 

推

廣 

 直銷商主動出擊，提供售後服

務 

 「見證」證明可醫。 

 靈芝價格貴，但生命更可貴 

 銷售者有自己的體驗，以及健

康靈芝專家學者的協助，可以

提高說服力，不要害怕拒絕，

要不斷給客戶機會。 

 願意瞭解靈芝的醫師是好的 

 推廣靈芝是公益的 

 民眾有病，還是要看醫生，但

是醫生治標不治本，靈芝可以

加速病人康復速度。 

 吃靈芝是很正常的事，但卻被

既得利益者扭曲。 

 巿場產品品質良莠不齊，價格

混亂，缺乏公信力。藥房銷售，

服務被動。 

 醫師說「只能控制，不能醫

治」。 

 靈芝太貴 

 法令不合時宜，無法肯定靈芝

可貴之處。 

 醫師本位主義，一味排斥靈芝。 

 報導靈芝負面消息的學者或醫

生，不是真正瞭解靈芝的人。 

 認為賣靈芝是為了賺錢。 

 靈芝真的有效，那醫院不就關

門大吉？ 

資料來源：健康靈芝雜誌第 9；10；11 期 

上表是傳銷業者自我標榜為「健康顧問」所作出的區隔，透過「科技」、「經

驗」以及「公益」等理念，將銷售靈芝轉換為「分享」靈芝。正如與會靈芝專家

許瑞祥所說 

我一直覺得靈芝對人類有很大的貢獻，然而人們卻沒有給靈芝一個正確

的評價，原因在於大家對靈芝始終存在一個偏頗的想法－－賣靈芝是賺

錢，而非公益的事情。如果今天大家能夠有一種感覺，覺得自己推廣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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芝是從事公益，是宣導一種類似宗教或精神信仰，或許整個社會對靈芝

的觀感就不一樣。 

賣靈芝是公益，而非賺錢。赤裸裸的經濟邏輯，透過象徵層次的包裝而委婉化，

使得商品交易，轉變成為禮物交換的層次，也是買賣行為，轉變成為好東西要與

好朋友分享的層次(Bourdieu 2004; 賴曉黎 2013)。透過學者專家的指導，這些「健

康顧問」以「靈芝專家」自居，而視不瞭解靈芝的醫師或者學者專家為「非專業」，

透過專業與非專業的對比，確立了 Bourdieu 所說的「正統」與「異端」的對章

形式。 

誠如第四章所談，這些是業者內部的教育資訊，對於局內人來說，或許具有

正當性，然而，卻無合法性。但是「健康食品管理法」卻提供了靈芝業者取得合

法性的方式，因此，在建立靈芝可信度的邏輯當中，不再僅依賴業者援引科學資

料與見證故事，而有國家提供的認證作為合法性依據。 

第三節、免疫調節認證與非預期後果 

2000 年 7 月 24 日，雙鶴極品靈芝產品獲得可宣稱「免疫調節功能」的健康

食品認證。業者可於產品上標示以下功效宣稱 

根據動物及體外試驗結果顯示具有下列功效：1.有助於促進抗體生成。

2.有助於促進免疫細胞增生能力。3.有助於調節 T細胞功能。4.有助於

促進自然殺手細胞活性。5.有助於促進吞噬細胞活性。14 

這些功效，充斥著專有名詞，如抗體、免疫細胞、Ｔ細胞、自然殺手細胞，吞噬

細胞，閱讀者可能知其然（知道可以調節免疫），而不知其所以然，因此，在第

10 期（2000 年 10 月份出刊）的健康靈芝雜誌，分別介紹了健康食品管理法的政

策意涵、免疫理論與靈芝認證的關係，以及獲得認證的產品的研發過程。 

在政策部份，該篇報導指出健康食品管理法的目的在於保障合法，嚴懲非法，

健康食品認證的取得，經歷了嚴謹的過程，進而帶出靈芝取得認證的兩個面向：

免疫功能與產品(邱屏人 2000)。微生物文教基金會學者劉國柱接著介紹免疫理論，

並且解讀前述五項功效宣稱的意義，此外也詳述了毒性實驗（後來更名為「安全

性實驗」進行過程，通篇文字為學術研究報告形式，僅於文末提出致賀辭「雙鶴

公司信譽卓著，獲頒靈芝的健康食品認證，可喜可賀」(劉國柱 2000:11)。就產

品研發部份，介紹了雙鶴產品研究所（後來改名為食品生技研究所），如何從菌

種培育、品系篩選、高科技加工方式而生產出「極品靈芝」。產品研究所所長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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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地表示「讓消費者瞭解一個好產品的誕生，並非只是將產品做幾個實驗就可達

成」(陳光地 2000:14)，以此說明公司研發歷程之艱辛，襯托出產品獲得認證之

可貴。 

業者滿心期待，認為「健康食品認證」能創造商機，但卻非如此。健康靈芝

發行人劉國柱痛批政府對於健康食品管理法宣傳不力，也批評其他業者陽奉陰違，

私下販售未經認證的健康食品之行為，並且指出政府「保障合法，嚴懲非法」精

神落空。在第 12 期的健康靈芝雜誌當中，特別探討健康食品認證對巿場的影響。

該認證對於傳銷以外的通路幾乎沒有影響，雙鶴公司表示整體銷售量無太大變化

(吳亭瑤 2001a)。雙鶴行銷處蔡協理表示，新顧客群沒有增加，但原有消費者行

為改變：從無認證產品，改買有認證產品。蔡協理認為行銷力道不足的原因，是

因為消費者不瞭解健康食品認證的意義，以及保健功效訴求模糊。他表示「當一

個人肝不好，就會想要保肝；可是什麼情況下身體需要『調節免疫功能』，一般

人的概念卻很模糊」(ibid.:5)。直接接觸消費者的直銷商黃敏耀說「客戶中有人

認為這張認證是可以用買的」(ibid.:6)，反映了民眾不信任政府，也促使業者必

須重新評估產品取得「健康食品認證」之意義。 

因此，微生物文教基金會也訪談消費者，希望瞭解他們如何看待健康食品認

證。民眾對於健康食品管理法與健康食品認證的瞭解模糊，但也是提到，若是要

購買健康食品，會選擇有認證的產品。消費者洪建銘表示「畢竟同樣要花錢，買

有認證的總是多一道保障」。這些訪談內容，固然可信度有待保留（畢竟是業者

辦的雜誌作的調查，可能呈現上會有高度選擇性），但是若是就功能分析的角度

來看，卻是一種宣傳手法，希望雜誌的讀者（傳銷商），能夠在銷售商品時，一

併建立消費者「買靈芝產品要買經過政府認證」的觀念。 

對於業者來說，雖然取得認證後，獲利未如預期，但仍看好健康食品巿場，

追加申請「護肝」認證，希望能取得先機，創造巿場區隔(吳亭瑤 2001b)。雙鶴

總裁古秉家表示靈芝的主要成分是三萜類與多醣體，多醣體可增加免疫力，透過

發酵槽液態栽培的菌絲體產品跟子實體栽培法的靈芝都含有多醣體，產品無法區

隔。唯有三萜類，才是靈芝子實體獨有成分，是菌絲體產品所不及的。15中國學

者林志彬證實靈芝三萜類具有保肝作用，因此業者相信，透過申請「護肝」認證，

可以製造產品差異，創造獨有價值(吳亭瑤 2001a; 林志彬 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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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護肝（針對化學性肝損傷）與「護肝大作戰」的百人試吃實

驗 

2001 年 4 月 20 日，雙鶴極品靈芝產品獲得可宣稱「護肝功能（針對化學性

肝損傷）」的健康食品認證。業者可於產品上標示以下功效宣稱「根據動物試驗

結果，對四氯化碳誘發大鼠肝臟的損傷有下列功效：1.有助於降低血清 GOT、GPT

值。 2.有助於增加肝臟蛋白質含量」。16有了前次的經驗，業者這些強化健康食

品認證的行銷。劉國柱指出「加強對民眾教育為當務之急」，而「推展靈芝護肝

功效有其必要性」。他說 

如果任由未經認證的產品持續模糊巿場，或以劣幣逐良幣的文宣攻勢誤

導巿場，受害最深的將是期待靈芝改善健康的消費者；因此，推廣靈芝

資訊、教育靈芝消費是健康靈芝雜誌不可推拖的責任。 

因此，《健康靈芝》第 13 期以專題介紹肝炎、靈芝藥理、取得護肝認證的研究歷

程，更以取得兩項國家認證為基礎，勾勒靈芝的遠景。此外，舉辦「護肝大作戰」

並且邀請學者專家演講，廣邀消費者試吃靈芝，見證靈芝功效。 

對於業者來說，「極品靈芝」產品是在 2001 年政府核發的 16 件健康食品認

證中，唯一取得兩項功效認證的產品。總裁古秉家認為「健康食品認證，讓靈芝

揚眉吐氣」(呂東育 2001)。他再次重複過往公司在靈芝科技研發上投注的努力，

並且再次進行區隔(distinction)，指出靈芝不是家庭式工廠磨磨粉就可以生產出來，

該公司是用佔六千坪的現代化工廠跟五、六甲的農場專業生產靈芝，「品質最好」。

他希望將臺灣打造成靈芝王國，同時，他也認為最適合銷售靈芝產品的方式，就

是直銷，因為若沒人解說好處，大家不會瞭解靈芝的好。微生物文教基金會的總

編輯暨靈芝學者許瑞祥也表示靈芝是「現階段台灣投入生物技術產業」的一時之

選，提出了靈芝是臺灣中草藥進軍全球生技巿場的典範的觀點(許瑞祥 2001a)。 

 《健康靈芝》雜誌透過援引學術文獻，提高靈芝護肝的可信度。政府認證的

「護肝功能」，僅限於「化學性肝損傷」（見第六章），但是在該期介紹中，許瑞

祥引用中國以靈芝治療肝病的成功案例，以及各式各樣的動物實驗報告與繪製護

肝功能相關研究表(圖 23)，企圖論證 

靈芝對肝功能的保護是全面而複雜的，無論是一般化學性肝炎或病毒性

肝炎，靈芝皆提供從預防到治療的各種理論依據，讓我們在面對中國人

的國病時，不再束手無策」(許瑞祥 2001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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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些說法也擴大護肝意涵，納入病毒性肝損傷的面向，雖然有學術根據，但卻沒

有法理基礎。 

微生物文教基金會也舉辦「護肝大作戰」活動，以「愛護肝臟」為名，希望

直銷商重視「健康食品護肝認證」，並且吸引媒體目光。該活動邀請林文川教授

巡回台北、台中、高雄，演講護肝方法及靈芝的護肝功效。17在活動宣導期後，

雙鶴公司篩選出一百名活動參加者，五十名參與者由集團直銷商推薦，五十名開

放給社會大眾，資格限制為擁有區域級以上醫院或醫學中心的肝功能檢驗異常報

告書的病友，經兩位學者複審，通過審核者，即可「免費獲得價值三萬元的雙鶴

極品靈芝十二瓶食用」(盧成 2001b)。 

圖 23 靈芝萃取物護肝功能的動物實驗報告 

 

資料來源：(許瑞祥 2001b:8) 

「護肝大作戰」共有 100 名參與者，三個月活動結束後，服完 12 瓶的參與

者共有 34 人，未服完者有 66 名(盧成 2002)。在 34 名參與者中，肝功能指數明

顯改善的 23 名，無改善的有 11 名。《健康靈芝》雜誌第 15 期以「成果驗收」作

為標題，刊載 5 名見證者資訊（包括服用歷程，改善情況與個人相片），並且附

上大醫院的生化檢驗報告，以此取信於讀者（圖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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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4 護肝大作戰成果驗收見證及生化學檢驗報告單 

  

資料來源：健康靈芝雜誌第 15 期頁 6-7。右圖為左圖左下圖放大(楊美珍 2002) 

該公司總經理林文珍說明活動過程及結果。他表示幾名病毒性肝炎的患者，

服用產品後，肝指數明顯下降；對於脂肪肝及酒精性肝硬化，也有效降低肝指數。

至於其他未服完產品的患者，有的是擔心「瞑眩反應」（胃口變差、蕁麻疹、多

尿、腹瀉等現象），有的患者一開始就不敢吃，有的人服用斷斷續續，無法納入

分析。至於無改善的 11 名服用者，林總經理表示 

肝功能指數沒有明顯改善可能是服用時間及劑量不足，並不表示靈芝沒

有發揮功效，也許再持續服用一至二個月，這些患者的肝功能指數也可

明顯下降」；［此外］「部分患者在服用靈芝後，肝功能獲得改善，但不

代表將來不會再惡化，不妨持續服用雙鶴極品靈芝提供肝臟保護，使肝

免於損傷」(盧成 2002:5)。 

業者歸因靈芝治癒肝炎，並能預防復發，以此鼓勵消費。「肝炎大作戰」是

一種遊戲形式，遊戲中有玩家（參與活動的人）以及輔導員（上線直銷商），目

標是在三個月服完極品靈芝十二瓶，並去醫院檢驗肝指數，看是否能降低 GOT

及 GPT 的值。雖然目前資料不足以顯示是否有其他獎懲機制，但免費提供三個

月份的靈芝產品，學者背書及政府認證，對於肝病患者有一定吸引力。這些參與

者經雙鶴公司兩位學者篩選，成功降低數值的參與者，故事刊載於《健康靈芝》，

成為宣傳廣告，因此，實際上這是生產「數據及故事」的行銷方式。 

輔導員（上線）介入數據及故事的生產過程，他既指導，也監督。他指導靈

芝服用劑量與服用時機，譬如一天吃三次，一次四粒，或者一天兩次，一次五或

六粒；並監督玩家是否按時服用，以及是否改正生活習慣，有「管理玩家身體」

意味。譬如一名輔導員表示，參與者羅先生 

過去長期服西藥，已累積一定毒素，要有耐心慢慢服雙鶴極品靈芝調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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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羅先生在服用靈芝期間，偶爾喜歡與朋友喝點小酒的習慣還是沒

改，加上工作上有時操勞過度，都有可能使原本漸趨穩定的病況再度惡

化。如果上述生活習慣不改，縱便吃了再多靈芝，恐怕效果也是枉然」

(莊致遠 2002:11)。 

換言之，就直銷商（輔導員）的角度來看，保肝有效，不單單是因為靈芝，生活

習慣亦需配合，定時關注玩家，給予建議與規勸，正是輔導員的規訓工作內容。
18 

當玩家服食產品後身體異常，如噁心或嘔吐時，輔導員可以協助他們將其解

讀為「瞑眩反應」，並且強化療效與特定指標之間的關係，確保玩家玩遊戲的樂

趣與真實感受。玩家劉正彥在這過程中獲得正面感受，並不覺得存在欺騙，他提

到「雙鶴公司的輔導員不僅在服用雙鶴極品靈芝前會先給予解釋及指導，在服用

期間更會定期追蹤，讓我感到十分的窩心」(陳怡玟 2001)。玩家也在過程中相

信專家提供的醫療指標，如肝功能指數，而不會質疑肝指數與護肝之間的關係。

譬如說劉先生於「7 月份及 8 月份到醫院作檢測，發現肝功能數值均正常」(陳怡

玟 2001)，這意味著他接受以肝功能數值評估自己的身體，有了正常的數值以及

及輔導員的良好協助，玩家對於服用靈芝充滿期待，而能持續服食靈芝三個月。 

參與者不只是病患與玩家，更是廣告「活招牌」。《健康靈芝》第 14 期(2001

年 10 月號)及第 15 期(2002 年 1 月號)共列出了八名見證案例，報導列出生化檢

驗單，證明 GOT 及 GPT 的數值降低，他們說靈芝產品讓他們精神變好、皮膚也

變好。19這些玩家接受訪問時，表示身體變好，願意繼續吃，並且樂意推薦產品

給其他親朋好友，甚至轉變成為直銷商，現身說法推廣產品。 

傳銷公司將肝病保健變成數字遊戲。這是 1990 年代以來，業者銷售相關產

品就已經習用的手法。然而，衛福部國民健康署網頁指出 GOT 及 GPT 兩個數字

僅是肝發炎指標，不能保證肝臟健康。20肝病防治學術基金會執行長許金川表示

「完整的肝臟健康檢查，應包括 B、C型肝炎與胎兒蛋白檢查等，才能得知肝的

確切情況」。21在 1996 年時，許金川就曾指出 

急性肝炎患者發病之初，肝功能指數本來都會升高，過了一至兩週後就

會自然下降，另外，慢性肝炎患者的肝功能指數也是起起伏伏，由高峰

期到正常值也需時一至兩週。這些肝功能指數的變化屬於『疾病的自然

過程』，何況肝功能指數正常，並不代表就沒有肝病，業者若誇稱是該

藥物的『療效』，實不足採信」。22 

究竟數值的下降，是因為自然過程，還是因為靈芝真的有效，答案見仁見智。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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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可以肯定的是，醫學界主張國人應尋求醫師諮詢及治療才是正途。傳銷界則不

斷提出案例，建構靈芝妙用體驗，刊載成為《健康靈芝》雜誌的「見證」。23 

「護肝大作戰」活動有著人體實驗與行銷活動的曖昧屬性。但是當時衛生署

官員，食品衛生處處長陳樹功表示樂見其成。他說 

政府樂見業者與辦公益活動來推廣產品，宣導健康食品的正確觀念，例

如：過往就有獲得健康食品認證的業者與某醫院合作，篩選合適的患者，

由醫師診斷是否可以食用健康食品，再評估產品的保健功效，這也是推

廣產品的方法之一。不過，他強調，業者免費提供健康食品給患者食用

前必須經由醫師或專家診斷，確定服用後不會影響患者病情才能服用

(盧成 2001a:9)。 

陳樹功談話內容有值得再斟酌之處。陳樹功身為食品管理機關的首長，不從行政

法令規範業者的擬似臨床醫療行為，反而將管理的責任，交由業者自行把關，並

且相信業者會透過醫師或專家診斷來把關，反映了衛生主管機關對食品安全的棄

守態度。 

其次，醫師跟專家如何知道健康食品是安全的呢？實際上，人們對於物質安

全就跟療效的認知，也是社會化的過程。一般人信任醫師跟專家，也不得不仰賴

醫師跟專家。但是醫師與專家的知識來源為何？他們仰賴學術文獻、科學實驗以

及個人經驗。因此，「極品靈芝」作為新型態加工產品，新的加工方式，會不會

影響它的安全性與療效性，並無雙盲臨床實驗的基礎，但是業者可以假定它是安

全有效的，因為原料已證實安全有效。業者為了提高可信度，委託學者進行科學

實驗，以動物模式提高產品安全與療效。最後，產品是否安全，只有經過長期人

類食用經驗才知道。 

因此，跟陳樹功所講的相反，邏輯上，醫師或專家，唯有透過消費者的食用

經驗，才能確定服用後是否會影響病情。而在影響病情的相關報導出現以後，醫

師或專家才有辦法試著建立食用經驗與病情的關連性。但這樣的作法，反映了臺

灣社會實際上是一個大實驗室，新興產品的大實驗室。「護肝大作戰」實際上是

一場風險極高的社會實驗，但是人們相信靈芝產品在臺灣已有廿多年的食用經驗，

因此風險不高，在這樣的「認識立場」下，一般人不會將服用靈芝後的劇烈反應，

視為產品導致的不良反應，而業者直接透過直銷商（輔導員）監控這些不良反應，

進而以「瞑眩反應」解釋這些反應。那麼，「護肝大作戰」實驗，所留下的資訊，

也就僅剩下成功案例。而那些「消失的聲音」，我想才是作為學者，以及政府應

該深入關注與研究的課題。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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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節、延緩衰老與多醣體的政治學 

2005 年 9 月 15 日，「雙鶴御品靈芝」產品取得「延緩衰老功能」的健康食

品認證，業者可於產品上標示以下功效宣稱：「經動物實驗結果顯示:有助於增加

易老化鼠之存活率。」。25業者在取得健康食品認證之前，就已經透過《健康靈

芝》宣傳靈芝抗老化的功效，透過援引學術文獻、見證故事以及學者專家演講等

方式，來增加該功效的可信度(吳亭瑤 2002; 吳亭瑤 2003; 吳亭瑤 2004b; 洪雲 

2002; 許瑞祥 1999a; 許瑞祥 1999b)。 

該產品在取得健康食品認證後，業者標榜為「目前各式抗老產品中唯一具有

公信力者」。公信力的依據，是科學實驗。健康雜誌的編輯採取了從事動物實驗

的靜宜大學食品營養學系王銘富教授，以及進行人體實驗的中山醫學大學王進崑

教授，介紹兩人實驗內容，後者的實驗也是臺灣第一份以靈芝延緩衰老功效為主

題的人體實驗(吳亭瑤 2006b; 吳亭瑤 et al. 2006)。雖然人體實驗的部份未獲得

政府認可，未取得合法性地位；但是健康靈芝雜誌仍透過引介學術研究成果方式，

宣傳靈芝對於延緩衰老所進行的評估實驗結果，加強靈芝功效宣稱的正當性。 

業者同樣運用前述所提的象徵鬥爭的邏輯，進行巿面產品區分（表 27）。雙

鶴企業強調自身產品是由內而外提高生命品質，不像化妝品或手術只顧外表，或

科學家僅關心壽命歲數的延長。業者標榜自身產品擁有三張功效認證，透過免疫

調節、護肝等功能，整體幫助人類防老抗衰。他們以指出靈芝的特定成份，彰顯

自身跟得上學術脈動與時代潮流，因此他們用靈芝酸的說法取代了三萜類，用多

醣肽取代了多醣體的說法，因為這些名詞更為精確。最後，他們強調靈芝延緩衰

老是整體成分的作用，而非單一成分。 

表 27 健康靈芝雜誌傳達的靈芝產品延緩衰老之二元對立邏輯 

 雙鶴御品靈芝 非雙鶴靈芝產品 

目

的 

靈芝卻是由內而外延長生命健

康狀態，讓服用者比同年齡人

更健康、漂亮、優雅 

化妝保養品與整型美容手

術致力留住外表的年輕美

麗，科學家關心壽命的延長 

功

效 

擁有免疫調節、護肝與延緩衰

老等三張功效認證的健康食

品，是全面性的防老抗衰 

一般的抗氧化劑、化妝保養

性，不是全面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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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

健

成

份 

以靈芝酸 (A,B,C…等九種)含

量達 5.5%-7.5%、多醣肽(分子

量 20萬以上)為品管指標成

分，但靈芝的抗衰老是靈芝整

體成分的作用。 

巿面上產品觀念停留在多

醣體與三萜類，打迷糊仗。

這些多醣體也可能只是澱

粉。僅強調個別有效成分含

量，不是整體保養身體。 

資料來源：(吳亭瑤 et al. 2006:4,15)  

多醣體是爭議的焦點。在 1990 年代末，葡萄王企業以「靈芝的好壞在多醣

體」打響名號，迄今這仍是許多人朗朗上口的台詞。但是健康靈芝雜誌透過學者

的說法，指出「多醣體不等於活性多醣」。許瑞祥表示多醣體是一個通稱，「包含

了從各種動物、植物和微生物來源糖類聚合物」，菌絲體醱酵產品裡面的多醣體

並非全是靈芝多醣體，也不可能取得來自子實體的多醣體(許瑞祥 2005a)。因此，

健康靈芝雜誌透過專訪台大食品科技所靈芝研究團隊的機緣，提出靈芝有效成分

的判斷，應該以活性多醣為準。26 

健康靈芝援引台大食科所教授的說法，希望導正民眾對多醣體的觀念。過去

是以分子量多寡區分多醣體，因此有高分子多醣體的說法。高分子多醣體其實只

是很多多醣體的結合，不見得含有「能反應產品功效」的活性成分，因此必須找

出有效的活性成分(吳亭瑤 2000c)。27因此，台大食科所投入靈芝發酵條件的研

究，希望找出能培養高量活性多醣的發酵條件。因此，他們必須先找到活性最高

的多醣，呂廷璋確立了(1→3; 1→6)- β 葡聚醣作為靈芝的活性成分，並建立了(1

→3; 1→6)- β 葡聚醣含量與其分支度分析平台(吳亭瑤 2005c)。28在確定活性成分

後，台大食科所研究團隊測試巿售靈芝產品的總多醣量與活性多醣含量，發現巿

面上總多醣含量最高的產品，活性多醣含量卻是最低的；反而總多醣量不高的產

品，擁有較高活性多醣的成份（分別為圖 25 之 G9 與 G1）(吳亭瑤 2005d)。 

健康靈芝雜誌引用這些學者的研究與訪談，抨擊巿面「靈芝的好壞決定在多

醣體」的說法。譬如說引用孫璐西的看法，點出健康食品管理法上路六年，卻沒

有任何「純粹以靈芝發酵液為原料取得功效認證的產品」；或者引蔣丙煌「一般

業者做的只是單純發酵，在選擇培養基時大多是以便宜、容易取得、微生物長得

快、菌產量大、發酵時間短等等作考量」；或引用呂廷璋教授「業者多醣體愈多，

可是裡面的多醣卻不一定是有活性的多醣」(吳亭瑤 2005a:4-5)。最後健康靈芝

雜誌指出巿面上「靈芝的好壞決定在多醣體」的觀念似是而非，並且附帶強調靈

芝的功效表現，還有賴其他成分，如三萜類、腺苷、免疫調節蛋白等，再次強調

靈芝的功效是以整體發揮作用，而不是個別成分(吳亭瑤 2005a: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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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5 巿售產品總多醣量與活性多醣(1→3)-β-D-glucan 比較表 

 

資料來源：孫璐西，轉引自健康靈芝雜誌第 30 期頁 11。 

健康靈芝雜誌進一步回顧了靈芝多醣從 1980 年到 2005 年的科學發現史，以

此說明學術進展，並「增進消費者在選擇靈芝產品的基本判斷能力」，不被模糊

的多醣體說法迷惑(許瑞祥 2005b:29; 許瑞祥 2006)。許瑞祥指出靈芝的功效，

來自於這些有著特定組成與構成的活性多醣體。近來的研究發現，這些活性多醣

體，是與蛋白質相結合而成的聚合物，故許瑞祥認為，稱之以「多醣肽」，更能

精確描述靈芝保健功效有效成分(許瑞祥 2006)。是故前述表 27 雙鶴靈芝的健康

食品認證中，以「多醣肽」作為保健功效有效成分，業者以此自我標榜。 

政治學者 Karl Schmitt 曾提出政治的概念，就是區分敵我(Schmitt 2004)。此

處利用對多醣體的科學分類，區分進步與落後，專業與非專業，好的產品與壞的

產品，我稱這樣的現象為「多醣的政治」，也就是以對「多醣」的認識劃分敵我，

以此確立特定的消費模式。業者反覆使用各種區分敵我的手段，不論我稱之為象

徵鬥爭、劃界工作、或者二元對立邏輯的生產，實際上都是為了教育消費者提出

的手段。在健康食品的世界裡，最重要的就是建立商品療效的可信度與消費者的

信任，這種建立療效可信度與信任的過程，我稱為「療效政治」，應用在多醣爭

議上，我稱為「多醣的政治」。 

 前述關於靈芝多醣體的討論，擁有濃厚的學術意味，因此需要轉換成為日常

生活的語言，才能夠說服消費者靈芝的療效，不僅有學理基礎，更有真實見證。

因此，在健康靈芝第 31 期呼應靈芝獲得「延緩衰老」的健康食品認證的見證故

事，以「年輕在他們身上看得見」為標題，羅列「46 歲的樂玲，沒上彩妝，卻

老被認為只有 36 歲」、「47 歲的曾仁暉，渾身上下，依舊充滿陽光氣息」、「67

歲的吳秀英，當朋友們走得氣喘如牛時，只有她一個人健步如飛」、「52 歲的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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芳泰，女兒都十幾歲了，還有人問她結婚了沒」等故事，並且附上照片，營造真

實效果。這些「活招牌」個案，進一步鞏固靈芝療效信念，成為啟發傳銷商開發

新客戶（不論男女老少）的有力背書。 

第六節、輔助調整過敏體質──靈芝守護全家人的健康 

2009 年 6 月 15 日，「雙鶴御品靈芝」產品取得「輔助調整過敏體質」的健

康食品認證。29這張認證特別的地方在於，它與「延緩衰老」的功效認證，是同

一許可證字號，即衛署健食字第 A00069，這使得一般人在搜尋衛生主管機關健

康食品資料查詢網頁時，查詢「輔助調整過敏體質功能」時，雙鶴御品靈芝的產

品會出現在欄位的第一順位。30因此，業者宣稱自己取得了四個全國第一的健康

食品認證：前三項免疫調節、護肝與延緩衰老，都是全國第一張取得該功效評估

許可的產品；第四項延緩衰老，則是全國第一張取得該功效評估許可的靈芝類產

品。31維持形式上的第一，也是業者的自我標榜策略。 

圖 26 衛署健食字第 A00069 號健康食品許可證 

 

資料來源：雙鶴集團網頁 

早在業者取得輔助調整過敏體質前，健康靈芝雜誌已有大量資訊，介紹靈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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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過敏的功效及其機轉，這些資訊包括學理介紹、見證故事與專家演講等等(尹

心允 2005; 吳亭瑤 2004a; 吳亭瑤 2004c; 吳亭瑤 2006a; 呂晴禾, 高明 and 

尹心允 2003; 劉國柱 2003)。該雜誌於分別於 2004 年以「我吃靈芝，我不過敏」

以及 2006 年「找回呼吸的自由」為專題，探討靈芝如何緩解氣喘。健康靈芝雜

誌主要援引台大醫學院小兒科主任江伯倫醫師32與臺灣大學生化科技學系林璧

鳯教授33的觀點。江伯倫站在「科學『有一分證據說一分話』的立場，不會主動

推薦病人以靈芝輔助治療」，對患者自行使用靈芝方式調養，不表贊同也不反對

(吳亭瑤 2007:14)。 

圖 27 《健康靈芝》第 25 期及第 32 期封面 

  

資料來源：中華民國微生物文教基金會 

雙鶴公司委託林璧鳯實驗室評估靈芝「輔助調整過敏體質」的保健功效，實

驗由博士生陳妙齡進行。陳妙齡在 2005 年至 2006 年間順利完成「輔助調整過敏

體質」的動物實驗，並獲刊於國際期刊 International Archives of Allergy and 

Immunology(Chen and Lin 2007)。該產品獲衛生署許可，取得認證，可於產品標

示「經動物實驗結果顯示：有助於減少過敏反應相關細胞激素之分泌；有助於減

少抗原特異性免疫細胞增生」之保健功效。34 

健康靈芝雜誌透過照片與見證故事，轉譯這些一般人難以理解的專有名詞，

使傳銷商得以瞭解該張健康食品認證的行銷重點。隨著產品取得「輔助調節過敏

體質」認證，健康靈芝以兒童照片為封面，指出傳銷業者認定的行銷目標：家中

的孩中（圖 28）。該期刊載「七個靈芝改善免疫與過敏的親子故事」，呼應了

臺灣對於過敏的治理態度，在健康商品化的利益趨動下，逐漸從強調環境因子，

轉而轉變成為家庭親職責任的趨勢(謝新誼 2014)。過敏問題從環保議題，轉成家

庭問題，家長為守護孩子健康而心煩。《健康靈芝》指出，靈芝是孕婦媽媽提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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預防小孩過敏，「訓練孩子免疫系統應變能力」一舉兩得的選擇(吳亭瑤 

2009:31)。 

圖 28 《健康靈芝》第 46 期封面及目錄標題「七個靈芝改善免疫與過敏的親子故事」 

  

資料來源：中華民國微生物文教基金會 

科學家現身說法也是知識轉譯的重要環節。該雜誌編輯吳亭瑤專訪陳妙齡，

報導她近十年來從事靈芝科學研究與參與健康食品認證的歷程。陳妙齡以對直銷

商說話的口吻，分享她的研究歷程與實驗中的有趣插曲，吳亭瑤以引號「」的方

式原文照錄此段插曲，寫道 

陳妙齡在小鼠剛出現輕微過敏就開始餵靈芝，前後共餵食 30天，其對

過敏的緩解效果與調節機制，和博士研究中的三萜類如出一轍。尤其在

誘發氣喘，進行呼吸道阻力測試時，沒吃靈芝與有吃靈芝的小鼠更是差

別明顯，「有喘的（沒吃靈芝）已經趴在那裡，而沒有喘的（有吃靈芝）

則會坐在一旁梳理毛，甚至還有一隻悠哉悠哉地玩起自己的大便…。」

家中父母靈芝膠囊吃不完，陳妙齡建議他們乾脆拿去種花，他們就直接

把膠囊拆開，把粉撒在花花草草上，結果長得特別肥大、漂亮(吳亭瑤 

2010:19，粗體為我所加)。 

吳亭瑤接著引號裡的文字，說「這一幕讓陳妙齡永生難忘，也讓她更深刻體認到

靈芝對於過敏疾病的助益」(ibid.)。吳亭瑤在充滿學術專有名詞的訪談報導當中，

特別引用這段趣事，並且也用圖像及不同字體點出「有靈芝滋養的小鼠、花草，

就是不一樣」(ibid.)（圖 29）。這反映她認為對讀者（傳銷商）來說，與充滿學

術字眼的專業文章相比，這段趣事或許更能傳達靈芝療效的訊息。對於業者來說，

「科學家親口說出的趣事」也能建立靈芝療效可信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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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者藉由「調整過敏」功效宣稱，將靈芝的消費者延伸到家中女性及小孩，

突破過往「靈芝是老人吃的抗癌藥品」的刻板印象，打造靈芝為全方位健康食品

的新形象。「健康食品認證」的取得，一次次地拓展該公司產品的流通空間，從

過往以「免疫調節與護肝」保健功效吸引患病者、利用「延緩衰老」功效，打入

年長者巿場，到以「調整過敏」進入孩童巿場，靈芝以「健康食品」之名，成為

家中男女老幼通吃的商品。因此，業者提出了「靈芝守護家族三代」的說法，以

長達 20 頁的篇幅，訴說守護健康的見證故事(劉玫庭 2015)。讓家人服用靈芝，

成為一種道德行動，不僅可以「照顧全家人」、「奠定幸福人生」、「發揮驚人

功效」，對於傳銷商來說，靈芝已經「是一種信仰」(ibid.)。35  

圖 29 有靈芝滋養的小鼠、花草，就是不一樣 

 

資料來源：(吳亭瑤 2010:19)  

小結：產業渴望認證，科技渴望產業，臺灣渴望社會學的想像 

自 1980 年末以來，臺灣健康食品業者渴望為靈芝建立國家標準，歷經近 10

多年的努力，國家終於攜手學術界，透過參考中國與日本的管理辦法，建立了功

效評估標準，然而，關於靈芝商品的規格基準，卻因諸多理由未能建立。業者積

極取得認證，訴求生技創新，以此回應巿場劣勢，扭轉「以靈芝的好壞在多醣體」

的通俗觀念，通過媒體推廣手段，教育消費者形成判斷靈芝產品品質的品味。最

終，國家認證成為業者宣稱產品優越性的手段，也成為業者迄今引以自豪的成就。

業者希望以此證明，靈芝確實值得產官學界投入開發與研究，開發成為具國家代

表性的生技產品，如同德國的銀杏一般(吳亭瑤 2008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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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學術界來說，他們希望能夠開發新藥，卻又面臨新藥開發費時與耗資巨

大的情況，產學因此投入開發「健康食品」開發，作為階段性發展策略(安勤之 

2008)。然而，在健康食品或保健食品之外，有些業者希望開啟不同的可能性。

因此，他們探索食品與藥品之外的空間(吳亭瑤 2008a)。以靈芝產品為例，業者

與學者共同合作，開發了牙膏、美妝保養品、癒傷敷料、抗菌用品、土壤改良劑、

飼料添加物、飲品與鮮味劑，以及融入日常生活中，成為藝術品。他們希望推廣

靈芝走入生活，而非侷限於醫療，僅僅視其為藥品。 

臺灣有足夠的研發實力，但卻有更多來自商品化不足的焦慮。有的學者嚴守

基礎科學，選擇與產業劃清界限，有的學者則是積極擁抱產業，思考如何回饋社

會。大學已不再能宣稱獨立於社會，學者已不能再自囿於象牙塔之中，因為各種

預算所要求的審查與評鑑，從事實驗與調查所需要的資源，都是要求學者與大學

必須回應社會的物質壓力。只是產業是否能夠代表社會，或者是國內面對學術結

構轉型，必須審慎思考的問題。科研成果不是屬於中研院，或者特定的大學院校，

而是屬於全國納稅人。這些科研機構將特定的科研成果，透過技術轉移的方式，

移轉給特定業者商品化，是否存在其他利用與推廣知識的可能性，有待進一步研

究。 

產業不等於社會，學術界除了科研產品商品化的焦慮以外，更應該提出對於

商品化的疑慮。業者長期投入特定產品的學術研究與推廣，普及科學知識，貢獻

值得肯定。然而，卻不曾見到國家主管機關或者學術團體提出對立的聲音。日本

政府願意成立第三方客觀公證單位，提供健康食品的正反面資訊，追求資訊公開

與公共化的精神，值得臺灣主事者見賢思齊。36我也希望，本篇論文能夠提供想

像臺灣中草藥健康食品的另類理解，而不再僅止於產業思考，而能多一些社會學

的想像。 

doi:10.6342/NTU201601133



221 
 

第八章 傳銷業者靈芝銷售實作分析──科學、道德與可信

度的療效政治 

本章探討傳銷業者銷售靈芝產品的實作邏輯，以參與觀察與書面資料為依據，

分析傳銷活動的互動類型及操作流程，點出傳銷業者的自我規訓，說明他們如何

援引多重證據，建構靈芝療效可信度。這些證據包括中藥傳統、健康食品認證、

體驗行銷、證據行銷、專家演講與公司口碑。常民與專家共構的肯證網絡支持了

靈芝的療效論述，該肯證網絡由雙鶴企業人士、靈芝專家、外部專家、名望見證

人與常民見證者構成。 

傳銷業者以「瞑眩反應」的論述，面對消費者對副作用的疑慮，使得靈芝成

為「百利無一害」的靈藥，而分享靈芝也因此轉變成為作公益。靈芝從「保健食

品」，變成「保命食品」，傳銷業者也成為濟世救人的道德行動者。政府管制傳銷

業者宣稱靈芝療效，管制傳銷業者宣傳產品療效，業者敗訴，就此拿掉微生物文

教基金會上的雙鶴公司商標，以迴避圖利特定廠商之指控，但仍保留見證資訊，

供傳銷商參考使用。 

在網路世界遺留下來的蛛絲螞跡，點出了靈芝療效可信度的缺口。傳銷商投

入了推廣健康的事業，卻因事業而犧牲了健康。靈芝療效論述的神話故事，是一

幕幕不容許破壞的劇碼，參與者保守秘密，相信許諾，共組劇班，維持靈芝療效

的情境定義，並且持續吸收著好奇的觀眾，一同上臺參與演出。人們說演戲的是

騙子，但看戲的又何嘗不是傻子。傳銷業者的靈芝銷售實作，是比現實為為真實

的人生樣態，也是人人都曾經歷的社會化歷程。 

楔子、進入田野 

第四章曾經提到靈芝巿場進入「科學實驗」與「健康食品認證」的競爭時代，

第五章討論「健康食品認證」的社會建構過程，第六章討論了健康食品保健功效

作為管制標準的協商過程。第七章則說明業者如何運用健康食品認證建構商品可

信度，進行銷售活動。業者「健康食品認證」視為中草藥「生物科技」的發展指

標，也透過援引與搜集靈芝科學研究，認為靈芝已從「神話」走向「科學」。在

過去的研究中，許多人已探討過政府、科學家、醫師與藥廠如何建立藥物的可信

度，但卻鮮少有人以健康食品產業為題，探索業者如何建立藥物療效可信度（見

第一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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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了探討健康食品產業的角色，本章延續前章，仍以靈芝為個案，探討健康

食品業者如何建立靈芝產品的可信度。選擇靈芝為個案的原因，因為它是臺灣本

土道地藥材，也是最典型的中草藥健康食品，也是相較於乳酸菌與草本複方產品

之外，最為暢銷的健康食品，在 2010 年巿場規模估計有 15 億台幣(食品工業發

展硏究所 2011:123)。相較於前章討論業者如何運用國家認證銷售商品，本章關

注業者如何在互動層次建立靈芝療效的可信度，以及業者使用了那些類型的知識

與策略說服消費者。 

為了討論傳銷業者的銷售實作，我以國內知名的靈芝傳銷公司作為我的研究

對象，以 2011 年 11 月至 2012 年 6 月取得的田野資料為分析素材，詳細研究方

法介紹，見第一章。相較於電視媒體與藥妝店較為被動的銷售方式，該公司採取

傳銷方式作為產品主要流通管道，有助於筆者從互動層次，觀察章「靈芝作為中

草藥典範」的說法，如何落實於日常互動當中，進而釐清建構靈芝可信度的「療

效政治」之具體意涵。 

我關注該公司例行聚會與訓練課程的實際互動，這些互動涉及顧客、傳銷商

與上線。顧客是潛在的消費者，他們可能會購買靈芝，或者參與公司活動；傳銷

商是該傳銷公司的註冊成員，工作是銷售靈芝與邀約顧客加入公司；上線則是領

導傳銷商的人，他們是資深傳銷商，工作是領導下線並組織傳銷活動。傳銷商與

上線合作「經營現場」，是建立可信度最重要的工作。 

第一節、感受「靈芝事業現場」──事業說明會作為傳銷業者的表演

劇場 

就互動的類型來說，傳銷業者的聚會可分為五種：一對一、家庭聚會、公司

固定聚會、公司進階課程、公司鑽石表掦大會。一對一是傳銷業者與消費者直接，

有時候也會採取二對一（即採用前述 ABC 法則）方式進行，屬於規模最小的游

擊戰形式。家庭聚會，則是由傳銷商邀請一群人到家中，或至對方家中，依據對

方需求，為他們講解靈芝療效，或者是傳銷事業的前景。公司固定聚會，包括前

述提及的事業說明會、專家講座，或者第七節提到的競賽活動，都屬於這個範圍，

參與這些活動，不需收費。公司進階課程，為收費課程，教導銷售技巧，並且強

調實地演講，若要學習更多進階課程，必須滿足招募更多人加入公司直銷商的規

定。1最後，則是鑽石表揚大會，規模最大，為確認傳銷業者晉升社會位階最重

要的頒獎與慶祝活動。 

前三者互動類型的內容，兼顧靈芝療效宣稱與事業推薦；後兩者的互動類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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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與傳銷事業的進展有關。本章以前三者互動類型為主要討論對象。一對一與

家庭聚會的流程較為類似，為傳銷商銷售實作部份。公司固定聚會則發揮教育進

修的功能，透過傳銷商現身說法與學者專家講解靈芝療效，將加強傳銷商的推銷

能力。就內容來說，一對一與家庭聚會對消費者所講述的內容，就是公司固定聚

會講授的內容，只是內容較為簡化。底下從公司教導傳銷商如何開啟第一次的一

對一或家庭聚會邀約，開始談起。 

公司教導傳銷商「經營」與顧客遭遇的現場，以便說服顧客相信靈芝產品可

信度與傳銷事業的前景。公司提供「經營現場」（他們稱之為「邀約」）的標準作

業流程，而「印象管理」是傳銷商建立靈芝產品可信度最重要的互動策略，他們

設計互動情境，確保互動過程。譬如傳銷商必須確保有足夠的時間（起碼三十分

鐘），讓上線可以向顧客說明產品內容與公司理念；空間必須不受干擾，避開閒

雜人等；傳銷商與上線的衣著必須整齊筆挺，若是邀請顧客來家裡參加說明，那

麼應該要把公司產品放在明顯的位置，譬如把公司的牙膏放在明顯位置，家中不

可以出現他牌產品等等。輔銷道具也必須準備齊全，包括官方統一的解說簡報，

靈芝見證手冊、影片、產品，或者健康靈芝雜誌。 

以我第一次參與該公司傳銷人員邀約為例，我是顧客，我哥哥是傳銷商，而

我哥哥的同學，則是上線傳銷商。我們初次碰面的地點，因為剛好遇到大學生在

辦聚會，非常吵鬧，所以轉移到某包廂空間，安靜不受打擾。上線傳銷商對我說

他的見證故事，說他的僵直性脊椎炎，因為服用靈芝而痊癒。他也說，他是物理

學碩士，是學科學的人，講求科學實證，而這些科學實證，收錄於每一期的《健

康靈芝》雜誌中，他通盤閱讀過。他說靈芝的功效，有無數的科學家掛保證。他

贈送我一本台大農化系許瑞祥教授的《靈芝概論》(許瑞祥 2010)，強調靈芝有

堅實學術基礎。最後，他邀請我去聽靈芝的事業說明會 (OPP, Opportunity 

Presentation)，進一步瞭解靈芝與他們公司。我就這樣進入傳銷事業說明會現場，

開啟了我為期 8 個月的參與觀察，並在進入會場當了 6 個月的現場觀眾後，簽約

成為傳銷商。 

傳銷業稱上述互動模式，稱為 ABC 法則。上線傳銷商為 Adviser，傳銷商為

橋接(Bridge)，兩人協力將顧客納入情境定義，促使他相信兩人所言為真，而轉

變成為消費者(Consumer)或者締約成為傳銷商。他們用「委婉」話語，修飾對話。

傳銷商與上線傳銷商，以朋友相稱。互動過程勿用「傳直銷」的術語，建議使用

「分享」、「課程」、「學習」字眼，目的在降低對方戒心，以達邀約目的。最終目

的，是希望成功邀請對方參加公司的學者講座或事業說明會，期望未來權威人士

或者集體渲染力，影響顧客意志。 

傳銷商進階課程以「找出渴望」為入門課程。唯有召喚出消費者對「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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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財富」的渴望，才能徵召對方加入這個「不斷複製的夢想工業」(辜千祝 1996)。

若顧客有「財富」上的困擾（譬如事業發展受侷限，或者沒錢），就從傳銷事業

切入，並以「公司的靈芝產品獲得四項健康食品認證，國家掛保證」為前提，指

出加入該公司是投資極小，回收極大的生意；若是對方或其親友有健康問題，就

以「健康食品認證」切入，談到學者研究與見證故事，建立對方信心，進一步尋

求「交易」（買賣商品）或「締結」（上下線關係）的可能性。若是對方對財富或

健康，暫時沒有需要，公司的方針也很簡單，「尋找更容易說服的對象」，並且保

持連絡，並且相信總有一天對方會有財富或健康的需求。2 

事業說明會是傳銷公司規模更大的「現場」，同樣經過嚴格設計，有著一定

標準操作流程。說明會分上下半場，晚上七點半開始，九點半結束。上半場主題

是直銷事業與夢想實現，有時候為專家演講，講述靈芝的科研新知。下半場則是

以見證故事為主，會邀請傳銷商上台講述自己的疾病故事，如何遇到貴人與靈芝，

而逐漸康復，這些說故事的人，要求具備傳銷商資格，而且通常都是有一定經驗

的上線傳銷商。講者展現出他們對於靈芝抗癌、處理疑難雜症的功效深信不移。

他們以自身健康形象的「肉身證據」，展現靈芝的療效(周鄭州 1996)。當台上的

講者提到服靈芝痊癒時，現場歡聲雷動，，學者若是提到靈芝的治癒案例，台下

觀眾鼓掌歡呼。這是一個不存在「否定」的場合。這是見證的會場(Shapin、Schaffer，

2006)、表演的劇場(Goffman 1959, 1961; 周鄭州 1996)，也是轉化觀念的實驗室

(Latour 2004)。 

會場的重複見證，傳達相同的訊息：靈芝救命、事業救窮，靈芝事業帶來幸

福。見證作為表演，講者各顯神通地以不同方式說故事。一份標準的簡報資料（他

們稱為OPP掛圖），每週由不同人一次又一次重複解說，強化聽眾的印象。他們

說：靈芝是健康食品，比巿售保健食品安全無毒；靈芝不只是健康食品，因為靈

芝對各種疾病都有效，而這個說法已逾越政府法規。若是無效，是因為量不夠、

廠牌或種類不對，服用的方式應該要由上線加以輔導。靈芝是醫學奇蹟，讓家庭

美滿（小孩子長得高、視力好、身材好，老年人平安抗衰老）。這些言說，在演

講之後的會後會，透過各直銷商圍成圈的方式，以心得報告的方式，分享見證的

感動。上線直銷商激勵下線，平常要積極「推薦」靈芝事業，以助人為樂。此外，

在進階課程當中，公司教導如何邀約、情境控制以及話術運用，讓日常的一對一

互動，全部透過直銷的框架重新理解，使得日常生活的社會關係，轉變成為商業

關係(Biggart 1989; 藍佩嘉 2000)。 

但是，會場互動對於聽眾的影響力並不一致。我帶著朋友一起到會場，她無

聊地低頭畫畫，她不相信他們──因為他們是直銷。我參與觀察三四個月以後，

我發現一些熟悉面孔，在會場上打起瞌睡。這些人是上線傳銷商，他們來到會場，

目的是為了鼓勵下線，故「以身作則」，自律出席。為了確保傳銷商能夠吸收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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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傳達資訊，同時也為了讓新來到會場的顧客，能夠快速學習，演講內容「千篇

一律」，一個月會重複一輪。這些人的瞌睡，反映吸引他們來到會場的理由，是

出於榮譽，而非學習新知。會場上的講者是全場焦點，需要具有一定資格才能上

臺。上臺分享，是公司對上線傳銷商的肯定。要獲得公司的肯定，就必須自我規

訓，積極參與公司活動，讓下線可以學習，並且鼓勵下線招募更多下線來參與會

場講演，因此即使再累，上線直銷商也必須出席，以身作則。周鄭州(1996)稱為

「沒有圍牆的全控機構」，因為監控者就是傳銷商自身。在如此反身性自我監控

的壓力下，卻也導致了傳銷商殞落亡故的非預期後果，我將於文末討論健康與事

業的辯證關係（見第七節）。 

然而，專家講座則不同。專家講座講者廣泛，內容較少重覆。業者通常會邀

請靈芝學者、受該傳銷公司委託評估健康食品保健功效的科學家，或該公司生技

研究所人員，或健康靈芝雜誌的資深編輯來進行專題演講。這些演講內容不外乎

靈芝的神奇療效與科學實證，但呈現的內容卻比起公司官方簡報豐富有趣得多。

通常這些專家演講，也是會場聽眾最多的時候，因為專家學者的背書，比起傳銷

商，在身份上更具權威性。我觀察到在某大學教授演講完靈芝的科學研究主題後，

這些由年輕面孔的傳銷商所帶來的「新伙伴」，於會後非常興高采烈地對傳銷商

說「靈芝真是太神奇了，我要帶我的朋友來聽」，討論氣氛的熱烈程度，遠勝於

公司一般例行演講。 

公司的例行演講，對於傳銷商來說，就是例行性的表演。他們在意的不是內

容，因為內容受限於公司提供的簡報，但是表現方式各有千秋，端看各人說故事

的功力，如何將公司簡報變成動人的話語。我曾在廁所聽到傳銷商閒聊「這次上

台的人演的不錯」、「我的下線真不聽話」這類的言談，這反映事業說明會作為傳

銷業者的表演劇場。 

會場既是表演劇場，也是訓練舞台（詳細討論見第七節）。公司舉辦「簡報

解說觀摹比賽」，挑選數名年輕的菁英演講者上台，以標準化的簡報範本為依據，

報告靈芝作為最有競爭力的健康食品，結合見證故事，展現口才，表演如何「表

演」。最後公司透過頒獎儀式，授獎予最佳演獎者，以「榜樣」方式確立特定的

價值觀(Le Bon 2011)。此活動訓練講者與聽眾，同樣主題重複講多次，強化特定

理解。同樣的話語，說一次不是真的，但是說十次，而且由不同的人口中說出，

成為團體貫徹的信條，參與者就算不相信，在其中也會行禮如儀，照表演出。3 

值得一提的是，公司提供了自我規訓的工具──行事曆與行動檢核表。行事

曆的資訊以創業說明會與研討會的內容為主，譬如說某月 5 日或 19 日的會場活

動為創業說明會，某月 12 日或 26 日的內容為研討會，後者內容較偏向靈芝或其

他相關產品及其功效的介紹，規範集體行動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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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0 該傳銷公司的成功行動檢核表 

 

資料來源：www.doublecrane.com.tw/dcweb/schedule/10201_p30.pdf 

行動檢核表則是傳銷商個人每日與每週應完成的進度。該公司提出了「天天

做 SPA，週週有 3P」的口號：S 就是 Sale，意指直銷商個人的銷售服務；P 就是

Presentation，也就是推薦新朋友參加該傳銷公司的事業說明會；A 就是 Action，

也就是組織行動，包括跟進（進一步說服顧客加入傳銷商的行列）、輔導（輔導

已加入的成員）、集會（舉辦家庭說明會）。3P 指的則是每週向三位新朋友推薦

該公司的傳銷事業。該檢核表刊載於該公司出版之雜誌封底，並有虛線，設計用

意為希望傳銷商剪下後隨身攜帶，成為行動指南。 

行事曆強調公司的內部人員教育，行動檢核表著重傳銷商的外部行銷活動。

公司教育內部人員，不斷灌輸傳銷商「人因夢想而偉大」的理念，以及靈芝功效

真實不虛，因為分享靈芝是作「公益」，商業行為被包裝為個人追尋自我實現的

道路。傳銷商走出會場，傳播理念，分享產品，帶著該傳銷公司成員的自我認同，

宣揚產品優越性。他們關於靈芝產品的論述，散布於各網路論壇、問答以及 BBS

站中，即使面對其他人的質疑，他們也不改初衷。因為公司教育他們，所有的問

題都是「因為別人不了解」，不了解靈芝，不了解事業。因此，如何與別人分享

「靈芝」的好，及推廣好靈芝產品的傳銷事業，成為他們日常生活的例行功課。 

第二節、運用多重證據，建立靈芝療效可信度 

傳銷商對於靈芝功效的確信，是實現健康與財富的夢想的前提。在傳銷商的

集會（事業說明會與研討會）中，靈芝療效的可信度，透過如下六種方式建立：

中藥傳統、健康食品認證、體驗行銷、證據行銷、專家演講與口碑行銷。 

第一，訴諸中藥傳統：強調靈芝已記載於《神農本草經》與《本草綱目》（圖 

31），具有悠久使用經驗，安全有效，而且現代科學也印證靈芝的功效。在傳銷

商的研討會或者專家講座中，演講者往往以中藥典籍記載的靈芝功效破題。他們

引用《神農本草經》中「赤芝」的記載，說「赤芝，味苦平。主胸中結，益心氣，

補中，增慧智，不忘。久食，輕身不老，延年神仙」。胸中結與益心氣，被解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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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能治療心血管疾病與氣喘，不忘不老被視為延緩衰老，輕身則是排毒健體的功

效。更重要的是，他們以《本草經》說明，靈芝已有中國人兩千年的食用經驗，

安全無虞。 

圖 31 傳銷商援引中藥經典證明靈芝功效 

 

資料來源：公司內部文宣「靈芝～古代仙丹。現代人類健康的新希望」2010版本 

他們也引用李時珍的說法，但卻忽略李時珍對於靈芝的批判。李時珍將「芝」

從《本草經》上品，移入「菜部」，意味著認為靈芝與一般菜蔬並無二致。其次，

李時珍也批評「芝乃腐朽余氣所生，正如人生瘤贅，而古今皆以為瑞草，又雲服

食可仙，誠為迂謬」。4當筆者向來演講的靈芝專家求教李時珍的看法，他回應那

是「文人相輕」，意味著李時珍也不是真正懂靈芝的人。他更進一步援引當代大

量靈芝的科學研究以及該傳銷公司建構的個人見證資料庫，說明這些系統性的證

據，比起李時珍的個人經驗，更值得信賴。 

其次，他們將健康食品認證，解說為政府為靈芝的有效性與安全性掛保證（圖 

32）。在他們的眼裡，所謂的「健康食品」，既有食品的安全性，又具有促進健康

的功效。靈芝沒有藥物的副作用，卻有著食品沒有的效用，政府為這些效用背書。

因此，擁有健康食品認證的靈芝產品，最值得信賴。 

演講者介紹取得健康食品認證，必須經過毒性試驗，因此安全。5他們運用

類比的方式，解釋靈芝不可能吃死人。有的講者，會特別提到毒性試驗中的「28

日連續口服試驗」（見第六章圖 19），指出實驗中每公斤重的老鼠服用3克靈芝，

連續服用28日，相當於60公斤重的人，每天服用400粒膠囊(1粒膠囊0.55克)，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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續3年的劑量。因此，靈芝絕對無害。 

演講者也會結合自身經歷見證靈芝無害。他說因為疾病覺得非常痛苦，很想

一死了之，聽說朋友介紹靈芝，想說如果吃靈芝吃死了，還可以讓家人跟公司索

賠，因此大劑量猛吃，最後病卻好了，而成為該傳銷公司的見證者與傳銷商。估

且不論故事的真實性，在演講的過程中，演講者往往混用見證故事與科學數據，

博取消費者的信任。就我在會場的實際觀察來看，確實能達到吸晴效果。 

他們也會投過投影，在螢幕上秀出該公司取得的健康食品認證。他們會指出

該公司的產品，取得了四個全國第一（圖 32）。不論是免疫調節功能、護肝、延

緩衰老，都是全國第一家取得該功效保證的公司，至於輔助調節過敏體質，則是

全國第一家取得該功效的靈芝類產品。 

在談論這些功效的時候，他們模糊地指稱靈芝產品已經取得政府的四項功效

認證。但是，他們卻從來不說明，實際上是「極品靈芝」取得兩項認證，「御品

靈芝」取得兩項認證，而其他公司產品品項如「ＸＸ靈芝」或「ＯＯ靈芝」並沒

有取得功效認證。實際上，政府是針對單一產品的單一功效核發認證，在指稱上

有特定的指涉對象（特稱），但是業者則透過模糊策略，「通稱」靈芝產品已被證

實具有功效。 

圖 32 該傳銷公司取得的健康食品許可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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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該傳銷公司官方網站，圖塊為筆者所加。 

業者也透過製表方式，區隔競爭對手。首先，該傳銷公司透過取得健康食品

認證的總數與內容來區隔對手。譬如在2008年，《健康靈芝》雜誌曾就衛生署公

開的健康食品認證資訊，比較巿面上取得認證的靈芝類產品，以核准保健功效、

核可日期、靈芝菌種、栽培方式、原料成分、功效成份含量、每日建議量與定價

作為比較基礎，並且透過專題報導，指出該公司產品的優越性(吳亭瑤 2008)。

編輯撰文表示「雖然認證功效大方向相同，細項卻不同，而這些看似小小的不同，

卻可能代表產品品質與服用效果的差異」(ibid.:28)。 

這是業者提出的品質與療效的可信度競爭的說辭。以「免疫調節與護肝」為

例，健康雜誌擬定了廠商就「免疫調節」與「護肝」功效認證的比較表，指出相

對於其他公司的產品，該公司的極品靈芝不論是免疫部份，或者是護肝部份，都

完整取得認證；而其他公司卻僅取得部份許可。她詮釋這個表，指出功能完整的

靈芝產品，比起「只有部分功能的產品」，更能周全保護免疫系統(ibid.:29)。透

過其他類似的比較表，《健康靈芝》雜誌指出，健康食品認證是真正可以衡量產

品品質與功效的指標，以此建立靈芝產品的可信度。 

圖 33 健康靈芝雜誌「取得衛生署健康食品『免疫調節』和『護肝』功效認證之靈芝產品比較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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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中華民國微生物文教基金會網站6，圖塊為筆者所加。 

第三，體驗行銷。業者瞭解官方認證，不足以說服消費者，因此他們也會透

過讓消費體驗產品的方式，讓他們認識靈芝。傳銷商在走完標準說明流程後，會

邀請消費者嚐嚐靈芝的味道。他們會展示產品，指出上頭的健康食品標誌（小綠

人），並且打開靈芝膠囊，將粉末倒在白色紙張上或志願服用者的手裡，並且要

求他們嘗試味道。傳銷商說靈芝吃起來很苦，但是慢慢會回甘，並解釋苦味是靈

芝有效成分的味道，也就是三萜類的味道，有改善健康與治療疾病的效果，以此

建立靈芝療效的可信度。最後，如果傳銷商與某些人可能私交較好，他也願意先

贈送一兩瓶靈芝，譬如以靈芝可以解酒，或者緩解疲勞，增強抵抗力等等，讓對

方先試用，然後根據服用後情況，改善則是靈芝功效，若出現副作用，則說是瞑

眩反應，並且就此兩可說辭，援引相關文獻，以此取信對方。 

圖 34 靈芝產品內容與粉末 

   

資料來源：右邊第一張來自該傳銷公司官網，中圖與左圖為筆者自攝。 

第四，證據行銷。然而，即使有健康食品認證，或者親自嚐過靈芝的味道，

都比不上現場看到見證人有力。傳銷商會透過請對方到事業說明會或研討會的現

場，聆聽見證演講。見證演講者按照一定流程，分享他／她服用靈芝的心得。首

先，他會介紹自己，以及介紹分享靈芝給他的貴人，接著談論自己的病痛經驗，

分享他如何吃靈芝，服用後有何反應，並在觀眾面對展現自己健康的身體。他以

過來人的身份，分享自己信仰靈芝的過程，最後再次貴人相助，願意分享靈芝給

他。見證演講的流程基本架構都是如此，順序或有更動，而疾病的內容，服用靈

芝的方式，好轉的過程，會因人而異。 

這些見證故事也收錄在《健康靈芝》雜誌或「微生物文教基金會」網頁。故

事情節隨著年代先後，有越來越豐富的現象。我舉一則1993年的僵直性脊椎炎的

見證為例，說明故事的結構。見證者吳馥伶在見證大會上說了如下故事，我將故

事情節列於左欄，故事內容列於右欄（表 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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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8 見證者吳馥伶女士的故事 

故事

情節 

故事內容 

疾病 各位好，我患有嚴重的僵直性脊椎炎已經十八年了。十八年

前因為跌倒，脊椎受傷，嚴重受傷三天不能坐，我找遍了中

西醫針灸、拔罐、推拿都沒有效果，…因為脊椎骨受傷的話

造血功能就會失調，所以我嚴重的貧血，體重一直降降到３

７公斤，然後頸子完全僵硬，沒有上下左右幅度都沒有，等

於定型就對了然後肩膀開始有一點駝背，眼皮下垂走起路來

像機器人一樣，做任何動作都是分解動作。 

貴人 然後差不多九個月以前我的貴人出現了，就是尹小姐她是台

大護理部主任。 

靈芝

服法 

她介紹我吃靈芝，而且我一次就進了三個月的份，我的份量

每天二十顆靈芝、二十顆花粉，九個月來每天不斷的都是用

二十顆靈芝、二十顆花粉 

康復 不停的這樣，持續不斷的吃，我曾經走路很困難現在已經很

輕鬆了，全身很輕巧體重也胖了四公斤，也有力量可以抱小

孩子了，以前體重輕到走路就是氣若游絲，現在走起路來有

風，各位有那種感覺吧，動作可以快，要跑要跳隨便我。 

資料來源：中華民國微生物文教基金會網頁7 

更重要的是，這是一個活生生站在眼前的人（圖 35）。該見證後續錄製成錄

影帶，今日得見於Youtube。當時的見證，還伴隨著科學家的解說，微生物文教

基金會董事長劉國柱在見證人演講完後，解釋靈芝可以增加骨髓蛋白質的合成量，

具治療貧血、失眠、止痛、增強免疫機能，幫助走路等功效。8 

圖 35 靈芝改善行動能力的見證及劉國柱博士評論 

   
資料來源：https://www.youtube.com/watch?v=tCFEapLlvTk；3 分 13 秒、3 分 51 秒、4 分 39 秒 

在傳銷商的集會現場，見證者的故事與科學家的說明，搭配演出。這些故事

也會紀錄在《健康靈芝》雜誌裡，形成科學研究與見證故事兩個部份。科學研究

部份隨著學術進展，專有名詞與所探討的機制越來越複雜，部份內容寫的越來越

來像學術期刊論文，因此雜誌主編有時候還得安撫讀者，這是提升知識水準的必

經之路(吳亭瑤 2004:46)。至於見證故事的部份，也逐漸豐富多元，除了疾病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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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日漸增加，甚至還有寵物見證與家族見證的專題（表 29），而見證分享的故事

情節也更加複雜。9 

表 29 寵物見證與家族見證 

  

資料來源：中華民國微生物文教基金會，左右圖為健康靈芝第26與66期封面 

這些見證故事不只對於觀眾來說充滿戲劇性，對於傳銷商來說更是輔助銷售

的好工具。這些見證收載於中華民國微生物文教基金會的資料庫，同時經專人編

輯目錄索引，方便傳銷商依需求查閱使用。10在微生物文教基金會的官網首頁，

網站提供「健康靈芝目錄整理」，目前已整理至67期。該目錄將雜誌內容分為十

六大項，包括(1)人物專訪／側寫11、(2)學者專欄12、(3)活性成分13、(4)藥理研究14、

(5)認識靈芝、(6)基因鑑定、定序、(7)養生保健、(8)產業推動＆研究開發、(9)產

品與消費市場、(10)健康食品認證、(11)靈芝農場＆工廠、(12)研討會記錄、(13)

基金會座談會、講座、活動記錄、(14)基金會會務／健康靈芝訊息、(15)主題專

輯15、(16)靈芝使用者經驗彙整（見證）。微生物文教基金會將見證部份，按疾病

列表(表 30)，方便使用者按圖索病，使用者也可以透過「搜尋」方式，檢索相

關見證。 

該公司長期贊助與經營《健康靈芝》雜誌，累積了大量的見證資料與科學研

究報導。我同意該雜誌主編許瑞祥的說法，「靈芝學儼然成型」(許瑞祥 2008)。

我認為該雜誌長期紀錄臺灣靈芝產業與學術界的發展，大量累積見證故事，已形

成「專家與常民共構的肯證網絡」，也就是肯定靈芝療效的社會網絡，此部份篇

幅較大，留待下節介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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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0 靈芝見證病症列表 

眼部疾病 免疫系統疾病 過敏性疾病 血液循環系統疾病 

消化系統疾

病 
懷孕相關 耳鼻喉疾病 婦女病 

意外 肌肉、骨骼方面疾病 腎臟疾病 其他 

牙齒 高血壓及中風 神經、精神方面疾病 痔瘡 

全身性疾病 糖尿病 
良性與惡性腫瘤(癌

症) 
肝臟疾病 

心臟疾病 小兒疾病 腦部疾病 痛風 

新陳代謝 預防醫學 脊椎 生殖、泌尿系統疾病 

心血管 內分泌系統疾病 皮膚方面疾病 呼吸系統疾病 

不孕症 胰臟疾病   

資料來源：中華民國微生物文教基金會網站16 

第五，科學家演講。在我參與田野觀察時，我曾經歷幾位科學家演講。這些

演講高朋滿座，會場工作人員增加座椅，座位仍嫌不足。這些學者既援引中藥典

籍，也使用實驗數據、圖表，來談論目前靈芝的學術進展。同時，他們也會回應

時事，既說醫生無法處理當代的文明病，國家的衛生政策又令人憂心（如美國牛

或日本輻射食品），因此透過靈芝培元固本，強化身體免疫力，才是這個風險時

代的自救之道。 

科學家的演講，對於傳銷商而言，這是邀請朋友參與聚會很好的理由，也有

助於強化靈芝療效的信念。我以該公司傳銷商個人公布在網路上的資料為例，說

明如何操作專家演講。17 

一般流程如下：寄送邀請函給朋友，以聽學術演講的名義邀請他們。演講中，

他拍了許多張該教授演講的投影片（儘管主持人會以尊重智慧財產權之名，要求

大家不要錄音，錄影），演講後，傳銷商留下來圍圈，認識新朋友，討論彼此心

得，並且相互激勵打氣。但這名直銷商，他拍照留下紀錄，並且以自己的方式，

書寫相關重點於網誌，這可以視為一種延伸宣傳靈芝療效可信度的方式。他所拍

下的這些投影片包括會場概觀，科學家提供的科學數據，圖表、收錄於國際期刊

的論文標題翦影、老鼠的解剖照片、肺癌療法的機轉解釋，研究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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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1 DC168 網誌 20121224 柯俊良專題演講－靈芝癌症輔助治療照片集 

    

    

資料來源：該公司傳銷商網誌「圓夢天空」18 

他分別以如下的文字，敘述了這些照片： 

1. 我給朋友的邀請函 

2. 主持人介紹教授 

3. 教授演講大綱 

1.肺癌介紹、發生率、死亡率 

2.細胞自自噬 

3.標靶治療 

4.靈芝降低 COPD 發生 

5.靈芝輔助癌症治療 

6.靈芝減緩 RSV 

4. 聽講的人士 

5. 電腦斷層 

6. 細胞形態 

7. 靈芝能使肺癌患染色體端粒酶活性

喪失〈視為良好預後因子〉 

8. 靈芝抑制端粒酶活性 

9. 動物實驗─老鼠食用靈芝後，腫瘤

明顯縮小 

10. 研究報告 

11. 肺癌新療法 

12. 研究結果─靈芝服用量愈大，肺細

胞的擴散就愈受到抑制 

13. 研究結果─靈芝功效實驗 

14. 柯教授結論：靈芝能 

1.促進癌細胞的自噬作用 

2.降低的感染 

3.類似標靶治療藥物效果佳 

4.可以有效抑制癌細胞擴散 

 

僅管傳銷商不見得能夠理解這些專有名詞的意義，但是可以確定的是，靈芝作為

癌症的輔助療法，有科學的依據，更有科學家的現身說法。該傳銷公司也依此次

專題演講內容，設計「分享小語」投影片（見表 32，右上角標有該公司商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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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合輔助療法：以中醫藥的方式改善體質。若癌症找上門，採用中西醫

合併用藥把身體調適好，讓癌症逆轉，身體環境越好，癌症會越趨緩和，

達到「人癌和平共存」（粗體為原文所有）。19 

表 32 科學家演講後該傳銷公司於 PPT 上附加的分享小語 

 

資料來源：20121224柯俊良專題演講－靈芝癌症輔助治療照片集第15張20，右上

角色塊為我所加。 

「分享」是傳銷業者進行傳銷活動的委婉語。換言之，此處分享小語，在於

教導傳銷業者如何與他人介紹靈芝功效時，可以使用的銷售說辭。傳銷業者對於

靈芝療效宣稱，有著情境上的彈性。若是遇到醫療專業或者科學家，他們不再主

張靈芝可以取代醫療，而是界定為輔助醫療的健康食品，這也使得專業人士或者

學歷較高的顧客，對於靈芝療效宣稱，擁有較高的接受程度。 

第六，口碑行銷。該傳銷公司已成立二十多年，老字號信用可靠。該傳銷公

司長期支持學術研究，曾舉辦三次大型靈芝研討會，發行專業的靈芝刊物。論者

主張該公司的產品貴是事實，但是產品貴卻又能在巿場生存，表示靈芝有一定功

效，而且雙鶴企業與學術界關係良好，這些學者的判斷應該值得肯定。21 

總之，傳銷業者建立靈芝療效可信度的方式，至少有六種方式：中藥傳統、

健康食品認證、體驗行銷、證據行銷、專家演講與口碑行銷。若是對方堅決否定

靈芝療效，該傳銷公司的建議策略是：放棄說服他們，尋找下一個人，等待下一

次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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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建構療效可信度的資料庫──從健康靈芝看專家與常民共構

的肯證網絡 

中華民國微生物文教基金會在過去 25 年來，積極傳播靈芝療效可信度。該

會自 1998 年起，透過發行《健康靈芝》季刊，傳達靈芝資訊：從生產、流通到

消費，從功效到成分，科學家專訪到學術會議內容報導，至 2015 年底已發行 68

期。 

本節指出傳銷活動與療效論述的分化，此點反映在靈芝業者將原先該公司

《雙鶴》雜誌中部份探討功效的「靈芝廣角鏡」問答單元（見第四章），發展成

為獨立刊物《健康靈芝》。《健康靈芝》反映了過去近 20 年來，靈芝傳銷業者如

何積極回應學術發展、巿場動態，政府法規以及時事變化，積極建構靈芝為具有

廣泛療效之物質的「事實」。我將分析《健康靈芝》文本，釐清靈芝是如何在產

官學的互動關係當中，從「中草藥」演變成為今日的「生技靈藥」，我認為這與

專家與常民共構的肯證網絡有關。 

我採取依照人物身份的方式，編碼健康靈芝雜誌。我發現該雜誌所報導的人

物身份，可分為兩大類：專業人士與見證者。專業人士包括(A)該公司企業人物

（總裁、生技開發研究所所長、微生物文教基金會擔任董事的學者、雜誌編輯群、

資深傳銷商）、(B)靈芝專家（科學研究者、靈芝文化學者）、(C)外部專家（醫師[含

海外醫師]、營養學家、中醫師、牙醫師、氣功專家）。見證者可分為兩類，(D)

名望見證人（如劉泰英、瓊瑤等，或是劇團團長）與(E)常民見證者。 

在 20 期以前的報導，各版面比重安排較為穩定。科學相關介紹與見證的比

例，約分別佔雜誌內容的 1/2 強與 1/6 弱。雜誌內容通常包括 2 到 3 篇(A)類報導，

2 篇以內(B)類介紹，2 篇以內的(C)類報導；常民見證者的部份，搭配維持 3 名以

內的常民見證者，偶爾搭配 1 名名望見證人。 

隨著《健康靈芝》於第 21 期改版，內容的安排比較變得更為彈性，頁數從

34 頁變為 49 頁。既新增「國際視窗」單元，轉載世界各國靈芝科學研究的成果；

又增加「靈芝印象」單元，透過圖像化的方式，向讀者介紹靈芝的生產過程（工

廠與農場介紹）、靈芝的成份（多醣體、三萜類、小分子蛋白質）。此外，若是遇

到重要研討會，則大篇幅報導科學研究，完全不刊載見證內容。22但是，有時候

卻又刊載了超過 10 人的見證，譬如第 60 期護肝專輯列出了 13 名見證報導，佔

了全刊半數篇幅，第 39 期見證更是幾乎佔了全部篇幅。換言之，雜誌彈性調整

內容比重，也反映了當時傳銷業者關心的話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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話題是由不同的事件構成。不同身份對人對於有關靈芝的事件有不同程度的

參與。就(A)該公司企業人物來說，總裁資助學術研討會，創辦雜誌。生技所所

長研發產品，介紹公司品管流程，從「生產」面強調該公司產品的優勢。學者專

家扮演雜誌總編輯角色，為各期雜誌出版負責。他們也舉辦教育活動，教育傳銷

商學術知識。23此外，他們也是與學界聯誼的橋樑，使得重量級學者（如翁啟惠

或者林志彬）願意受訪或供稿。24資深傳銷商則是傳銷互動實務分享者，並且以

「經驗專家」指導消費者服用靈芝的方式。25最後，則是雜誌編輯群的部份，早

期是以商周編輯群為主體，但後來在第 30 期後，開始由吳亭瑤個人工作室作整

體的企劃製作。26這些編輯，他們不只訪問專家學者，也進行傳銷商的問卷調查，

並且參與紀錄各項學術會議的內容與動態，更譯介國外靈芝科學研究的動態，扮

演靈芝知識生產過程中的轉譯與觀察的工作者。 

關於(B)靈芝學者的部份，網路則是從早期微生物基金會董事自身（如許瑞

祥、劉國柱、林雲蓮、蘇慶華等人），逐漸擴展到臺灣整個學術圈。他們首先與

從事靈芝健康食品認證的實驗室建立交集，而邀請到林璧鳯、江伯倫、陳妙齡（免

疫與過敏相關認證）、林文川與沈立言（護肝）等人參與訪談，並且至傳銷商會

場演講，教育業者科學新知，他們逐漸聯繫國內的靈芝研究團隊，包括中研院多

醣解構計劃團隊（林俊宏、許先業、陳水田）、台大食科所靈芝研究團隊（孫璐

西、呂廷璋、蔣丙煌、張鴻民、沈立言），後更於 2006 年的全球華人靈芝研討會，

糾集了國內外靈芝專家廿多人發表論文。學術界的科學研究，透過《健康靈芝》

的轉譯與推廣，成為靈芝巿場價值競技的工具（詳後討論）。對於傳銷業者來說，

這麼多學者專家願意參與微生物文教基金會的活動，接受專訪，就是對於該公司

的肯定，而學者專家的身影，也強化了傳銷商的事業信心。 

(C)外部專家包含了靈芝學者以外的專業。醫師群體部份，包括西醫專科醫

師（譬如心臟內科醫師或腸胃科醫師）、中醫師、牙醫師。該雜誌分兩個階段使

用這些專家資料，第一個階段出現於 1999 年到 2000 年間的「養生寶典」專欄，

他們以其專業知識介紹高血壓、腸胃潰痬、增強抵抗力、改善過敏體質、預防牙

周病、提升免疫預防疾病的衛教知識，內容不涉及靈芝27；但是雜誌編輯以「靈

芝百寶箱」的解說方框置於旁，分享靈芝如何保健這些面向（圖 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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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6 版面安排與療效連結（靈芝百寶箱） 

 

資料來源：健康靈芝雜誌第 5 期第 20-22 頁。靈芝百寶箱位於上圖版面右下角。 

第二個階段出現於2011年到2013年間，此時期由於雜誌篇幅容許頁數較多，

故針對各個疾病主題（更年期、甲狀腺疾病、攝護腺疾病、肺癌、乳癌），同時

羅列中醫、西醫、營養觀點（表 33）。此時不再透過「靈芝百寶箱」的方式連結

靈芝療效，因為期刊內容過半數，都在談靈芝的功效，其他的內容則是教育讀者

關於特定疾病的衛教知識。這些衛教知識，對於有經驗的傳銷業者來說，是開啟

話題的資源。譬如說，他們如果知道某人有生病困擾，可以先跟他閒聊這些衛教

知識，進一步帶到靈芝的科學研究，最後進入交易關係（不管買賣商品，或是邀

請去聽靈芝講座）。因此，衛教知識非但不會成為銷售活動的阻力，反而可能成

為開啟話題的橋樑。 

此外，料理專家也扮演靈芝推廣的重要角色。健康靈芝第 1 期到 37 期，共

出現了 29 期靈芝料理的報導。28這在以「療效」作為產品賣點的靈芝來說，並

不尋常。靈芝成為「菜」，難道不會降低身價嗎？我認為，這仍是出於推廣靈芝

的邏輯，但是面對實務困境而發展出來的權宜之計。因為靈芝極苦，對於服用者

來說，若無強烈動機，難以自律服用，其次，若傳銷商要說服家中親人服用，也

因其苦味或藥物型態，而使對靈芝產品瞭解有限的人心生疑惑。因此，身兼傳銷

商身份又兼家庭廚師的人，將靈芝隱藏在菜餚當中，保健家人於無形，就克服了

要求家人服用的推廣難題。但是在 38 期(2007 年秋)以後，料理的主題被介紹「靈

芝印象」單元取代，就沒有從「食療」角度運用靈芝的報導了。 

最後，偶爾還會有特殊專家，像是氣功大師李鳯山，認為靈芝能夠輔助氣功

修煉，打通氣血循環（第 23 期），增添靈芝神妙色彩；或食品工業發展研究所的

產業專家，分享臺灣靈芝保健食品現況及未來趨勢（第 42 期），提供巿場遠景。

這反映了靈芝處於綿密的社會網絡中，容許各種解讀與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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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見證者來說，(D)有名望的見證人出現次數並不多。這些人包括劉泰英、

金惟純(商周發行人)、平鑫濤與瓊瑤(皇冠藝文中心)、羅北安（綠光劇團團長）。

分別出現在第 2 期、第 6 期、第 7 期與第 22 期的報導。其中金惟純與羅北安與

該傳銷公司管理階層為朋友關係，劉泰英、平鑫濤與瓊瑤等人，則是國內知名人

物。這些人都是知名人物，透過他們的專訪，以便達到「名人保證」的效果。 

最後，則是數量被為龐大，涉及療效最多的(E)常民見證者。這些見證者見證

了靈芝對不同功效的效果（表 34），出現的敘事方式為典型的恢復敘事，也就

是某人患了什麼病，很苦惱，遇到貴人（傳銷商），以特定方式服用靈芝，疾病

好轉（直接好轉，或經歷瞑眩反應）。就見證內容的安排上，早期雜誌的安排較

無系統，可能三篇報導，分別報告三種不同疾病（如第一期談了腫瘤、鼻咽癌、

腹水），但是改版之後，開始集中單一主題，呈現不同的見證故事（譬如第 21

期談改善腦中風的三個成功個案），在 2006 年全球華人學術會議後，雜誌更是

透過單一疾病主題的大量見證（表 35），建構靈芝療效的可信度。29更特別的，

在第 66 期甚至出現以「家族三代」為主題的見證報導，四家見證，共用了 20 頁

的篇幅。靈芝開始從以「個人」為銷售對象，走向以「家庭」為對象的發展路徑，

這樣的銷售活動，甚至與儒家倫理的「孝親」概念，以及當代對孩童的「照顧」

概念結合，形成該公司傳銷商特有的家庭倫理觀（以美滿家庭為目標）。 

正如同藍佩嘉(2000)所提，傳銷業者透過將社會關係（親人朋友）轉換為商

業關係（上下線），但卻又透過將商業關係轉換為新的社會關係（上下線都是一

家人），以凝聚組織團結。在該公司事業說明會的現場，這樣的轉換，也反映在

靈芝的銷售說辭上。販賣靈芝，不是販賣商品，而是分享健康，不是要賺你的錢，

而是要照顧你身邊的人。上台的女見證人說：我的爸爸生病了，還有靈芝幫助我

爸爸克服化療，幫助護髮，甚至原先沒有頭髮的地方也長出了頭髮；而我的兩個

小孩，也因為有靈芝照顧，所以從小到大，現在讀了國高中，都沒有青春痘與便

秘的問題。因此跟臺下的聽眾一起大喊「靈芝功效，面面俱到！」（2012 年 5

月 28 日田野筆記）業者銷售的不只是靈芝產品，而是幸福美滿的家庭圖像，也

回應傳統上女性擔負家庭照顧者責任的「照顧焦慮」。靈芝成為幫助她成為「好

女兒」與「好媽媽」的壓箱法寶。 

最後，常民見證與專家世界，仍存在一定程度的交集。有些靈芝專家本身，

就是靈芝功效的見證者，他們本身也服用靈芝產品。而常民也可以反過來啟發相

關學者專家投入研究，譬如嘉義榮總內科暨免疫風濕科主任賴寧生，因為「發現

許多病患私下偷偷服用靈芝」，所以投入靈芝的科學研究，也因此在國際醫學期

刊發表研究報告，指出在動物模式中，高劑量的靈芝對系統性紅斑性狼瘡具療效。

此事被收錄在健康靈芝雜誌第4期與第15期，業者還為此舉辦了記者會加以宣傳

(Lai NS 2001)。對於辦雜誌的人來說，他們希望透過這些報導的搜集，引起學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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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重視，希望他們能夠透過科學研究去證實靈芝的功效，而這些見證，可以成為

學者研究題材的發想源頭。專業人士與見證者，構成了生產靈芝療效論述的綿密

肯證網絡，健康靈芝雜誌成為傳銷業者宣稱靈芝療效，建立產品信心的依據。 

表 33 健康靈芝「健康補給站」主題列表 

 西醫觀點 營養觀點 中醫觀點 

第

54

期 

更年期，健康的重要分水嶺

／劉玫庭（諮詢康寧醫院婦

產科主任楊再興） 

更年期的飲食

保健／徐慧英

（萬芳醫院營

養師） 

卵巢慢點老，更年期少煩

惱／陳兆銘（美國加州中

醫藥大學教授） 

第

55

期 

認識威脅性低卻惱人的甲

狀腺疾病／劉玫庭（諮詢振

興醫院新陳代謝科主治醫

師李文齡） 

甲狀腺機能異

常的飲食原則

／王瑜（臺安醫

院營養師） 

找回身體的平衡，讓甲狀

腺恢復原本功能／陳兆銘 

第

56

期 

男人看不見的隱形殺手 攝

護腺疾病／劉玫庭（諮詢北

醫泌尿科主任葉劭德） 

聰明蔬果食 健

康攝護腺／林

孟瑜（振興醫院

營養師） 

根據整體症狀辨證施治攝

護腺疾病／陳兆銘 

第

57

期 

肺癌早期難發現，手術根除

不易，放、化療和標靶藥是

治療主流／劉玫庭（諮詢雙

和醫院胸腔外科主任郭光

泰；胸腔內科主治張志誠） 

從缺 治療肺癌、袪邪不忘扶

正；預防癌肺，從顧肺開

始／陳兆銘 

第

58

期 

[專訪]振興醫院腫瘤外科

主任 常傳訓。治療方式與

日俱進，仍有三成復發率，

增強免疫、運動紓壓，助你

遠離乳癌／劉玫庭 

乳癌病友該怎

麼吃／陳雅珍 

從缺 

第

59

期 

從缺 從缺 為什麼他們這麼勇健年

輕？中醫解析健康不老三

要素／陳兆銘 

資料來源：健康靈芝雜誌第 54 期到第 59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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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4 中華民國微生物文教基金會「靈芝功效列表」 

靈芝功效 文章篇數（綜合各國

研究總計） 

靈芝功效（續） 文章篇數（綜合各國

研究總計） 

抗腫瘤 67 癒傷敷料 2 

調節血糖 15 開發應用 2 

免疫調節機制 12 巴金森氏症 1 

保護心血管 11 抗愛滋 1 

抗氧化 延緩衰老 8 抗放射線傷害 1 

護肝 4 皮膚止癢 1 

阿茲海默症 4 保護肺組織 1 

攝護腺肥大 4 減肥 1 

抗發炎 4 抑制骨質流失 1 

輔助化療／抗腫

瘤 

3 過敏氣喘 1 

護腎 3 抗瘧疾 1 

保護腦神經＆鎮

靜安神 

3 抗溶血性貧血 1 

抗病毒 3 抗感染 抗過敏 1 

活性成份 3 栽培 1 

資料來源：中華民國微生物文教基金會網站30，筆者自行統計。 

 

表 35 見證主題與常民見證者人數列表 

期數 37 39 43 44 45 46 48 49 50 51 53 54 55 56 

主題 免

疫 

糖

尿

病 

心

血

管 

護

腎 

護

肝 

免疫

與新

流感 

癌 視

聽

能

力 

好

孕 

痛

風 

化

療

護

髮 

更

年

期 

甲

狀

腺 

攝

護

腺 

見證 

案例

數目 

11 9 6 5 7 6 11 5 7 6 6 6 6 6 

資料來源：中華民國微生物文教基金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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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解讀身體反應：瞑眩反應與不容許否定的傳銷空間 

服用靈芝後，若身體反應明顯，業者稱之為瞑眩反應。他們引用《尚書‧說

命》中「若藥不瞑眩，厥疾不瘳」的說法，將副作用解釋為正常的排毒反應，譬

如胃口減低，或者腹泄、蕁麻疹等現象（見圖 37）。前一章我們已提到，「日本

國立健康榮養研究所」將這些現象歸入「危險情報」，但是業者則將這些現象視

為「瞑眩反應」，他們相信，只要繼續服用靈芝，待「排毒」結束後，就會恢復

正常。31 

圖 37 瞑眩反應＝好轉反應（排毒現象）之簡報 

 

資料來源：公司內部文宣「靈芝～古代仙丹。現代人類健康的新希望」2010版本 

日本漢方醫學家和田啟十郎(1868～1912)曾提出「中毒」與「瞑眩」的區分

方式，他認為「中毒」是指身體發生變化，繼續使用該藥物，整體身體情況反而

變糟，甚至致死的情況，但如果身體情況好轉，則稱為「瞑眩」。32換言之，是

好轉還是惡化，實際上只能從事後來看，沒有辦法即時斷定。 

一般業者都會強調自家靈芝產品安全無毒（別家的可不一定），與我接觸的

直銷商，也一再地強調這個觀點。靈芝無毒的觀點，《不可思議的靈芝》一書的

審訂人何永慶表達的很清楚。33他說 

經國內外相關學者研究，口服靈芝完全不具毒性。日本京都大學直井幸雄博

士曾說：『如果有人吃靈芝會死』，那這個人可能連喝水都會噎死。台灣大學

農化系許瑞祥教授也曾說：『吃靈芝如果會死人，那只有一種可能，就是吃

到撐死。』後學也曾自我做過嘗試，以每天半斤(三百公克)的靈芝煮水喝，

連續三十天，身體除了輕快自在外，沒有任何不良感覺。所以，古人說「多

食久食不傷身」，應該沒有騙人(何永慶 200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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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同樣閱讀中醫藥古書的中醫師卻有不同意見，葉慧昌中醫師指出 

臨床上曾見患者服用靈芝後頸部腫塊更大，也有的皮膚搔癢，但業者一

概以『正常反應』搪塞；最近更有服用靈芝，摒除正規醫療，終於導致

死亡的個案，其實罪不在靈芝，而是在於品質的良莠不齊，及直銷業者

誇大不負責任所致。34 

中醫師認為不應該用「正常反應」搪塞使用者，應正視「副作用」、「品質」以及

業者是否誇大其辭。因此，服用靈芝後的身體反應，究竟是好轉反應，亦或副作

用，成為療效政治的議題。 

針對這個問題，靈芝傳銷公司曾透過微生物文教基金會舉辦「瞑眩反應座談

會」（圖 38）回應傳銷商與消費者的困惑(陳怡玟 2001)。35與會學者劉國柱表示，

排毒反應（咳、拉、瀉）是在反應過程後，個人精神會好轉，並且，在停服靈芝

後，數天後身體反應會消失，這才是瞑眩反應。因此，瞑眩不同於中毒。 

圖 38 2001 年微生物文教基金會舉辦的瞑眩反應座談會 

 

資料來源：健康靈芝第 13 期頁 24。由左到右依序為主持人黃敏耀、學者專家劉

國柱與許瑞祥，常民專家（資深傳銷商）陳國標36 

許瑞祥補充「健康食品認證」可以作為區分「瞑眩反應」的標準，他說 

靈芝中的有效成分是造成瞑眩反應的原因。在此前提需要確定所食用的

靈芝，是經過健康食品認證的，若是吃下沒有經過政府認證的靈芝產品，

身體所產生的種種不良反應就不是所謂的「瞑眩反應」。(ibid.:28 粗體

為筆者所加) 

他也提出「身體感受」的判準，認為吃靈芝拉肚子後，是神清氣爽，吃中藥

拉肚子則是全身無力。以此強調「靈芝」的特殊性。最後，面對聽眾質疑「七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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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歲的肺癌患者每天吃半瓶極品靈芝、半瓶花粉，但昏沉一個月，為何反應過久

吃不下食物？（讀者宋偉雄）」，劉國柱表示「因為患者已經是七十八歲高齡，在

經過數次的化療及放療後，身體自然不堪負荷，難免會出現食欲不振的情形，這

自然不是『瞑眩反應』」(ibid.:27)。這種歸因邏輯一面倒地將身體好轉歸諸服用

靈芝的效果，將身體惡化視為「身體因素」、「中藥因素」，反映的是傳銷會場的

「道德邏輯」，只要跟靈芝有關就是好的，只要是壞的就跟靈芝無關。 

實務上，若是傳銷商遇到使用者有較明顯的瞑眩反應，譬如便秘、口乾舌燥、

腹瀉、或起疹子，微生物文教基金會建議以如下原則回應消費者：若可承受，則

維持服用劑量；若無法承受，則減少用量；但如果情況輕微的，反而可以增加用

量，但仍以「循序漸進」增加劑量為原則。37換言之，如何處理瞑眩反應，仰賴

個別傳銷商的經驗。因此，在「瞑眩反應座談會」上，回應傳銷商疑惑的，不只

是「學者專家」就學理層面回應問題，還有「常民專家」。常民專家就是資深傳

銷商，就個人經驗回答，他分享的內容包括個人體驗、靈芝改善酸性體質與癌症

症狀、瞑眩反應的區辨、劑量多寡與療程長短成反比、是否搭配其他產品（花粉）

(ibid.)。 

瞑眩反應座談會的功能，與其說是與參與者溝通，倒不如說是維持傳銷商的

集體意識(conscience)與情感連帶(solidarity)。就像醫師透過說明藥物服用後的預

後，取信病人一般(郭莉娟 2011:45)；瞑眩反應的說法也鞏固了傳銷商與消費者

之間的信任關係，身體的反應成為靈芝療效的明證。 

在我參與田野觀察期間，否定的聲音未曾出現過在現場。我認為這與「傳銷

商」簽下的契約有關。當消費者加入成為「傳銷商」時，他將簽下以下營業守則，

若直銷商「煽動或蠱惑違反系統教育之行為，致損及ＯＯ公司之利益者」視為違

約，該傳銷公司得採取警告或取消直銷商資格兩種方式處理(ＯＯ集團 不明:51)。

儘管違約的處罰，最多僅是取消直銷商資格，然而簽下自己名字的那一刻，也意

味著願意遵守公司的約束，共同維持秩序與規則。這些限制更多是心理層面的限

制，而非實際懲罰的限制。 

經濟層面的限制，或許也是傳銷商不否定公司的原因。在傳銷業者的獎金規

則下，擁有越多下線的傳銷商，地位越高，獎金越多，傳銷商對於公司及組織的

依賴也越深，因此對於資深傳銷商來說，即使他們確實看到了副作用，卻也不見

得會反過來否定靈芝的療效，而會主張病人應該看醫生與吃靈芝同時進行。對於

資淺傳銷商來說，儘管他們較有機會挑戰官方論點，但是他們也不見得有足夠的

文化資本反駁官方，加上組織依賴他們的程度也不深，排除他們也非難事。因此，

瞑眩反應作為副作用的官方說辭，為何今日仍未動搖，或許與上述的心理與經濟

因素有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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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節、靈芝「超越健康食品」──產業公開宣稱療效，政府管制公

司商標 

靈芝既是「靈藥」，為何不是「藥」，卻是「健康食品」呢？面對此質疑，傳

銷業者回應類型如下：(1)靈芝是健康食品，不是藥品，它的功能在於扶正固本，

不能單獨對抗疾病，而必須與治病藥物一起服用，透過人體的免疫機制才能發揮

效果；或者(2)公司目前已經朝向「新藥開發」，透過萃取靈芝當中的特有成份，

積極研發新藥。前兩者是官方回答，但是我參加該傳銷公司「領袖淬煉營」課程

時，聽到直銷商父子的討論，他們的理由很簡單：(3)為了維護自身「利益」。因

為靈芝一旦作為「藥」，直銷商就被剝奪了銷售的權利，而必須經由醫師處方或

者於藥局販售，因此靈芝不能是「藥」，方能維護直銷商銷售權利與維持公司運

作。直銷公司將「靈芝」定位為「健康食品」，才是對銷售活動能取得最有利的

選擇。 

但是，靈芝在產業界看來，「不只是」健康食品，其功效遠遠超過「健康食

品」的限定。在 1990 年代，一般認為靈芝的功效為抗腫瘤。但是靈芝學者，同

時身兼微文物文教基金會總編輯職務的許瑞祥表示「靈芝的作用又豈只是抗腫瘤

而已」(許瑞祥 1999:15)。他援引中國與日本的研究，指出靈芝可預防心血管疾

病、具降血糖能力，亦能保護肝臟、防治發炎。他認為「法理之隘，容不下靈芝

之大」(許瑞祥 1999:19)。他指出就衛生署的健康食品功能評估項目中， 

將靈芝申請為具降血脂作用與免疫調節功能的健康食品，沒有太多爭議。

但是就靈芝而言，以目前所能評估的功效，全部都加諸於靈芝之上，恐

怕也只是錦上添花而已。…[靈芝的]作用並非僅只於含糊其詞所謂的

「保健功效」，對於挑戰人類生存的重大疾病，如：癌症、心血管疾病、

肝炎、糖尿病，從發生、減緩病情到輔助治療等，從藥理到臨床，由動

物模式、到人體評估，皆有其數據可考(許瑞祥 1999:19)。 

許瑞祥發表此文，正是健康食品管理法施行後(1999 年 8 月 3 日)兩個月，當時巿

面上尚未有任何產品取得「健康食品認證」，也沒有產品可以稱為「健康食品」，

因此他說「筆者認為靈芝並不需要某些特殊的名稱來背書，或是提高身價，才能

在巿場上流通」，這些話是當時為鼓舞傳銷公司內部直銷人員所說，希望他們在

政府限制「健康食品」及「保健功效」的情況下，仍相信靈芝的功效。38然而，

隨著該公司產品陸續取得「健康食品認證」，微生物文教基金會反而以「國家背

書」大力宣傳以提高產品身價（見第七章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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儘管依據「健康食品管理法」的規定，健康食品僅能廣告標示由中央主管機

關公告的保健功效，但是該公司秉持「靈芝功效何止如此」的信念，持續透過「微

生物文教基金會」網站公開傳遞靈芝功效。就法理上，該公司獲得四張健康食品

許可證，僅能就特定商品分別宣傳四項保健功效。39但是，該公司贊助成立的中

華民國微生物文教基金會卻於網站上，卻羅列靈芝的功效共 162 項，共計 29 種

（見表 34）。該網頁羅列各種見證，指出「因靈芝而重獲健康的人，會有把此訊

息傳遞出去的使命感；而失去健康的人，則希望知道罹患同樣病症的朋友如何因

靈芝而重獲新生。靈芝見證單元誠實、認真地肩負起這樣的責任」。40關於其疾

病列表，請見表 3。套句直銷商的話「靈芝是奇蹟」，靈芝是網路上公開宣揚的

醫學奇蹟。 

微生物文教基金會透過特定的網頁設計方式，建立上述靈芝見證與該傳銷公

司集團產品的連結，宣傳產品功效。41台北衛生局針對微生物文教基金會健康食

品違規廣告，於 2011 年 8 月裁罰 40 萬元罰鍰。42該會代表人許瑞祥提起行政訴

訟，但臺北高等行政法院於 2012 年 6 月 29 日判決「原告之訴駁回」，判決書提

到微生物文教基金會 

網站網頁刊載前述靈芝效用及產品見證、選用暨該品牌靈芝與其他品牌

之比較圖表等，且聯結至「ＯＯ集團」之網站
43
，有「商品櫥窗」及「購

物車」連結刊載等功能，是該等網路網頁內容既以系爭健康食品為宣傳

標的，提供予一般不特定人相關之資訊，顯有藉由該等網路之傳播方式，

使不特定人得以知悉該等資訊內容之目的甚明。44 

值得進一步追究的是，既使判決罰鍰，微生物文教基金會迄今仍刊載宣稱靈芝治

療疾病的資訊。45臺北巿衛生局未進一步裁罰，可能的理由是因為該網頁拿掉「廠

商資訊」，使「宣傳標的」消失，故無裁罰理由。46面對官方的管制，微生物文

教基金會選擇拿掉公司標示，但仍保留見證資料。 

然而，換個角度來看，既然靈芝擁有許多科學研究成果，同時也有許多見證，

若我們採取相信這些證據的立場，那麼，政府應該更積極地建構適合臺灣中草藥

發展的環境，建構客觀評估中草藥功效的系統，進而透過各種臨床實驗，去證實

或者否證流傳於巿面上的各種功效說法。因此，不論是管制層次，或者積極發展

產業層次，政府都應該正視中草藥「療效論述」帶來的現象，並且結合科學界的

力量，建構客觀評價中草藥療效的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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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節、信仰靈芝──靈芝拜物教及靈芝療效的場域邏輯 

「靈芝不是保健食品，而是保命食品」，一名傳銷商在見證時，對聽眾如此

說(20120423 田野筆記)。他稱「靈芝是藥師佛的靈藥」，也因為靈芝，傳銷商成

為「藥師佛的化身」，能處理醫師無法處理的疾病。他舉例說明不信靈芝的後果：

「她的媽媽過世了，因為她不給她媽媽吃靈芝」，並說「你能眼睜睜看著你的家

人或是你的朋友受苦嗎？『分享』靈芝是最能幫助他們的方法」(ibid.)。分享靈

芝給他人，因此成為一種「道德事業」。 

真正的道德是分享對的靈芝產品。傳銷商說「為了救他們，請分享正確的靈

芝。作一個聰明的消費者，不要讓你或家人冒生命危險。你應該選擇最好的靈芝

產品」(ibid.)，也就是該公司的產品。在傳銷會場，個人疾病問題，化約成為商

品選擇問題，並且成為道德抉擇問題。 

傳銷商更進一步說，「成功的秘訣，就是複製上線」。因此，資深傳銷商如何

說，如何作，資淺傳銷商應學習，不可質疑。傳銷會場裡，有著明確的身份位階。

譬如說，當鑽石、雙鑽或者金鑽進入會場，發表演說時，全體的人都要起立鼓掌

致敬。沒有人強迫，但是在場者就會跟著作。傳銷業者的每一條線，有自己的傳

承，但是核心的教育訓練課程，仍以公司每週提供的固定集會系統為主，他們稱

之為「單一教育系統」，以便確保傳銷商之間想法的一致性。47 

因此，傳銷會場是生產與再生產「集體意識」的意識形態巿場機器，將傳銷

商的銷售活動，轉譯成為「救世的道德事業」，將「靈芝」轉譯成為超越藥物的

「靈藥」，將傳銷商轉變成為同質的「救世者」──「靈芝拜物教」儼然成形。 

傳銷商信仰靈芝，認為靈芝能守護健康與家庭，我們不妨稱這種現象為「靈

芝拜物教」。「靈芝拜物教」點出人與人的社會關係被化約成為物的表象，透過「拜

物教」的分析，有助於重新帶回社會脈絡，去除靈芝的神秘化(馬克思 2002)。

因此，我將以利用傳銷商者提供的教育方案與論述，說明靈芝信仰實際上依賴證

成該信仰的儀式過程(Collins 2004; Collins 2009)，這些儀式，指的是傳銷商服務與

照顧客戶的方式。 

我以一名鑽石級靈芝直銷商如何銷售靈芝為例說明(黃美華 1996)。該書提

到直銷商的服務要領： 

真心關懷朋友，說明瞑眩反應，不斷提醒時常服用；搭配中西藥止痛，渡過

反應期；須配合其生活習性，Ｂ型肝癌者服用靈芝期間不得喝酒，胃腸病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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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要嚼口香糖或檳榔，生活環境的搭配，才能發揮靈芝的功效；使用錄影帶，

面對反對聲音時，先確認他服用的是不是我們的靈芝，最好的靈芝才能夠發

揮作用；靜心分析，引導消費者靈芝的服用方式，回應對於瞑眩反應之不安；

使用量與病狀有多長的時間，久病者需要服用的時間更長；有吃有效，沒吃

沒效，追踪跟進，鞏固療效；說明靈芝的排毒反應；說明生命的價值大於靈

芝的價格(黃美華，1996:132-134) 

直銷商透過靈芝與消費者結緣，固然我們可以從「買賣關係」來理解上述服務要

領，但是若從「社會互動」的角度來看，消費者獲得噓寒問暖、面對疾病苦痛的

陪伴者，他不再孤單面對疾病，而有不同敘事版本可以理解自身，靈芝作為萬靈

藥的神奇抗病的恢復敘事，取代了充滿混亂的疾病的敘事(Frank 1995)。有人同情、

理解與關心他的疾病，而理解有助減輕苦痛(Kleinman 1995)。這一切，都由靈芝

架起橋樑。 

直銷商規訓病人，監控吃藥，改變生活方式，戒除不良習慣。病人若是質疑

靈芝療效，直銷商透過產品區隔以及再教育的手段，緩和質疑，並且建立以「靈

芝」為中心的療效歸因。舉例來說，病人病況若無明顯改善，直銷商則回應使用

量不足，要求服用更多靈芝，以延遲質疑。若對方質疑靈芝太貴，則回應「生命

無價」，請對方不要拿生命開玩笑。直銷商希望病人將生理心理的變化，全部都

歸因於靈芝的神奇功效，並且說服他們相關見證故事的真實性。 

見證故事的邏輯是選擇性呈現的邏輯。業者若是遇到成功案例，就視為新見

證，並且以進而採取小冊子、書籍或者資料庫的形式，變化成為新的輔銷工具。

至於無效案例，則石沉大海。巿面上流通的資訊，因此傾向對業者有利的一方，

而缺少客觀中正的公允意見。在這樣的資訊不對等的情況，服用靈芝漸漸僅剩下

成功的案例，而各種各樣的社會互動與情境因素，也在書寫成冊的邏輯當中，逐

漸化約為「某某某因服用靈芝而治癒某病」的通俗故事。 

然而，面對強力的質疑者，直銷業者避實擊虛，不會與質疑者硬碰硬。直銷

業者回應消費者的策略如下：(1)等待機會。因為人總會生病，只要有人生病，

就有下手機會。(2)放棄該人。基於時間成本的考慮，尋找更容易下手的目標，

不要浪費時間說服質疑者。(3)贈與禮物。直銷商贈予消費者靈芝，形成禮物上

的強制關係，讓對方有回禮的義務感(Bourdieu 2004)，期待未來互動。(4)援引權

威。透過學者專家與科學論文說服對方，尤其適用於學歷較高的消費者。48(5)

公司口碑。傳銷商指出公司經營廿年之久，尚未倒閉，反證靈芝雖貴，但有效，

故能獲得消費者長期信任與支持。(6)利益誘導，共謀演出。以學者背書與國家

認證，說服對方販售靈芝有賺無賠，讓對方見利心喜，開始直銷生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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質疑者若以科學證據不足，質疑靈芝療效，那麼傳銷商會援引「經驗」回應。

留學德國的生化學者朱槿梵出書質疑業者神化靈芝，他認為靈芝與其他菇類營養

價值差異不大，靈芝人體實驗證據有限；細胞與動物實驗無法推論人體實驗；注

射方式實驗，無法推論口服效果(朱槿梵 2010)。但傳銷商說，靈芝擁有大量的

見證者，有中華民國微生物文教基金會提供的見證資料庫背書。 

雙方各執一辭，靈芝的可信度，隨著所處社群而有差異。傳銷業者以「信仰

靈芝」為前提，促使他們投入銷售活動；科學家以「質疑靈芝」為前提，因為他

們相信有一分證據說一分話。對於社會學者而言，對於經驗或是實驗，他所能作

的，就是提出各種可能性，並且找出其因果關連。 

對我來說，「靈芝的療效宣稱受社群空間侷限」。在傳銷社群中，靈芝療效不

容否定，事業野心也為眾人鼓勵。但靈芝真能允諾傳銷商本人的健康嗎？我參與

田野觀察的八個月內，沒有看過不健康的見證者。但是我卻在某些個人網誌上，

看到資深傳銷商的生前告白。我將以他的告白，說明傳銷社群如何維持不能戳的

秘密。 

在他的自述中，他提到自己與妻子結識的感人故事，寫道 1989 年某天，他

受邀加入傳銷事業，出於「工作、健康兩不順遂」的理由，隨著「靈芝改善了我

困擾多時的左膝關節疼痛，並且岳母的輕度中風和糖尿病也因為靈芝獲得改善

後」，他發現該公司是一個利人利己的事業；在該公司，他也瞭解到，「我們和一

般的推銷員不一樣，因為我們提供給朋友的是：健康、富足、快樂的人生；是助

人而不是求人」。隨後，妻子也加入了事業，與他一起打拼。他們經歷了在家裡

開事業說明會，上台分享經驗，晉升為鑽石級傳銷商，參加表揚大會，隨著公司

遊遍世界各國，過著美好的日子。 

但是「好景總是不長，因為長期忙於事業，忽略了健康」，從輕微咳嗽，到

看遍大小醫師，試過正方與偏方，甚至求神問卜，都不見起色。作為資深傳銷商，

他說 

由於工作關係，我必須輪流於全省巡迴主講說明會。但因為咳嗽，演講

不方便，主講說明會的工作就落在妻的身上。妻為了講好說明會，將一

個小時的講稿背的滾瓜爛熟，每上台講完後，都獲得大家一致的好評。

妻代夫出征，每次都讓我面子十足。 

九六年於英國倫敦的惜別晚宴上，當白金漢宮御林軍激昂的演奏獲得全

場熱烈的掌聲時，卻掩不住我劇烈的咳嗽，打開餐巾一看，只見一大團

鮮紅的血。當時萬念俱灰，妻擔心不已，早已失去了玩了興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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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台灣以後，正好遇到以前的一位同事，她已移民紐西蘭半年多，看到

我的身體狀況，極力鼓吹要我到紐西蘭養病，雖然我們早已在 92 年就

辦好了移民手續，但那時並沒有真要移居的打算，經過好友極力的邀約，

10月再次與妻來到紐西蘭，看過環境之後，十分滿意，就打算來這休

養個一兩年，再回去繼續打拼。 

然而，一去就是十多年，最後他客死異鄉，訃聞載於其個人網誌上。49 

這一篇故事，濃縮了前面討論的相關主題，包括分享靈芝是助人事業，靈芝

擁有真實的見證，卻也點出了健康與事業之間的矛盾關係。經營事業，要求健康

的身體，許諾能為身體帶來健康的靈芝，卻無法治癒資深傳銷商本人的疾病。當

靈芝傳銷商生病後，與一般人一樣，嘗試各種醫療可能性，但是藥石罔效。他的

咳嗽，成為否定靈芝療效的範例，因此他「不方便」演講，委由妻子代夫出征。

但是「劇烈的咳嗽」與「鮮紅的血」，讓他「萬念俱灰」。 

他寫道，朋友邀約他移民紐西蘭養病，但他心裡想的是「養個一兩年，再回

去繼續打拼」，這意味著去紐西蘭，對他來說只是「暫時離開臺灣」的手段。他

暫時離開臺灣，或許是因為他的身體情況，與該公司聲稱的「健康守護者」的形

象相矛盾。然而，這也反映出，並不是「因為銷售健康食品，人就會變得健康，

而是健康的人，才有資格銷售健康食品」的社會邏輯。 

就場域的角度來看，健康是宣稱靈芝療效，推廣事業的重要資本。健康作為

資本，透過各式各樣的演講與解說活動，形塑出來的健康形象與為消費者帶來的

健康允諾，能為傳銷商帶來經濟資本。他提到移居紐西蘭後，覺得 

在國外錢真不好賺，一天下來，通常只能做十包左右的水餃。一包三十

五個，只賣五塊紐幣，還負責外送，有時還要遠送到一百多公里外的奧

克蘭，扣掉油錢、車耗、成本所剩無幾，和當初在台灣輕輕鬆鬆的上班，

或是從事ＸＸ事業，一袋靈芝就是幾萬塊的生意，真是天淵之別。50 

（ＸＸ為公司名稱，為筆者所改） 

但是這些「幾萬塊的生意」，是建立人們對他的信任之上。金錢關係，並不是單

純的數字計算，也有情感投注的成分(Zelizer 2004)。礙於帶領下線與維持網絡存

續的人情，既使生病了，仍必須持續工作，委託妻子演講。妻子配合演出，但是

身體健康支持不住，動搖了健康形象與經濟資本的兌換基礎，挑戰了場域中未言

明的信念(doxa)，原來靈芝的療效，不是事實(fact)，而只是允諾(promise)，而且

可能靠不住。於是，朋友邀請他移民，以便確保場域邏輯不受動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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場域的概念表明靈芝療效論述受空間侷限，此處的空間，既有社會空間，也

有物質空間的意涵。專家學者的靈芝專題演講，放在傳銷集會現場與大學校園，

會引發不同互動效果。對於傳銷商來說，他們透過歡呼、鼓掌、大喊「靈芝」的

方式，表示對主題的讚同（儘管這些行動可能是透過公司暗樁引發的）；但是對

於學生來說，他們回報該教授的方式，卻是無任何反應，甚至趴著想睡覺。該教

授發靈芝錠給學生吃，說吃了就不會想睡覺，但是學生吃了後，在播放投影片的

課堂仍舊照睡不誤。或許，是因為傳銷商的集會熱情與社會連帶網絡，讓他們對

靈芝療效深信不疑；或許，是因為學生們將老師的授課內容，視為僅是眾多學門

知識的一個小小環節，吸引力還比不上球場上的競技或者明星主演的影集。判斷

靈芝有效與否，或許正如 Bourdieu(1984)所言，有著社會空間的差異，這個差異

受到個人習氣(habitus)、社會位置與場域類型的影響，才使得他們對靈芝有著不

同的態度。 

代結語、觀摩與反身：傳銷商的社會化與社會化的研究者 

我認為傳銷業者的養成，與社會學者的養成，有著可類比性，體現在一種「遊

戲感」的養成上，也就是認真而嚴肅地玩這場遊戲的前提之上。我將以參與傳銷

業者 2012 年 2 月份舉辦「OPP 掛圖演講示範觀摩」(OPP 是 opportunity，為傳銷

術語，意思為事業說明會)競賽活動的田野筆記為例說明（篇幅較大，故置於附

錄一）。 

該示範觀摩是傳銷業者舉辦的特別訓練活動，同時又有公共演講的性質。該

活動訓練傳銷商的口才與儀態，同時透過不斷演示相同掛圖內容，加深觀眾印象。

活動兼具表演、訓練、娛樂與教學特質，充斥著遊戲競賽般的緊張與歡樂氣氛。

在規定時間內，每個人必須以各自的方向講解相同教材，彼此較量，由評審評定

高下。這讓我想起了在學校擔任教學助理，每到期末，看著學生們分組討論的樣

子，差異在於，學生報告的是自己作的小研究，而傳銷商則是對公司的小掛圖表

演出自己的詮釋方式。 

傳銷業者跟社會學者，有著具備結構同質性的圓夢階梯。51傳銷業者不只銷

售產品賺取利潤，組織社會網絡獲得獎勵的頭銜，也能為他們帶來榮譽感。隨著

組織網絡逐漸擴增，傳銷業者會逐次升級為菁英級直銷商、副理級直銷商、鑽石

級直銷商，各等級下尚區分不同級別，如鑽石級直銷商區分為壹鑽、雙鑽、參鑽

與金鑽直銷商（雙鶴集團 年代不詳:26-31）。獎勵的方式，以「壹鑽直銷商」為

例，包括在直銷大會上受表揚，可刊登於該公司月刊封面、列名公司的成功榜，

獲邀參與公司提供的海外研討會、具備獲公司贈送名車與年終紅利的資格，以及

具備錄製「迎向鑽石演講專輯」，可獲得參加「鑽石會議」等等(頁 28)。學術網

doi:10.6342/NTU201601133



252 
 

絡的圓夢階梯，從大學生、碩士生、博士生，到助理教授、副教授、正教授、榮

譽教授，一步一步，中間的獎勵包括資金贊助、學術聲望、演講機會等等，有著

一定的可類比性。傳銷會場與大學現場，仿彿是鏡子的兩面。 

在教育層面上，大學事業與傳銷事業具可類比性。直銷公司努力打造傳銷身

體，教導面對面溝通的技巧，磨練話術，銷售產品。如同學術直銷公司的大專院

校不也是在打造學生，讓學生接受某一套價值（社會學想像／經濟學想像／生物

學想像／數學想像／政治學想像…），然後學會各種說服技巧（圖表、理論、修

辭、文獻、內容），接著企圖用這一套，讓學生能夠在社會空間卡在某個位置（不

只是學術的，還有一般巿場上的位置），發揮一定的影響力。傳銷商所使用的工

具、產品、話術與組織技巧，是由公司提供的，學習地點是公司提供的集會中心，

實習地點則是街頭巷尾，或者其他人的家中；大學生的觀念、想法與履歷，則受

大學這個地點中介，大學教育影響大學生的日常生活。 

或許表面上來看，大學與傳銷業沒有什麼兩樣。觀察傳銷業者的銷售活動，

我總會想到自己的社會學養成過程。兩者的組織原則都建立在夢想（想像）之上：

社會學強調社會學的想像，也強調扎實的研究；而傳銷除了聽講，見證，更強調

實作。社會學的真實性在於，把批判的武器轉換成為武器的批判；傳銷的真實性

在於，把見證轉換成為實證，透過親身使用，拉攏他者成為傳銷人。社會學人就

是傳銷人，直銷理念與想法，打造「社會學人」。傳銷人就是「社會人」，利用社

會關係與神話，收編於上下線網絡之中。 

但我想，大學與傳銷業畢竟是不同的，分離點在於「反身性」的觀看距離。

傳銷公司不容許傳銷業者與公司有距離，不容許傳銷商批判公司的教育方針，但

是大學則是容許批評，容許多元想法與論述，容許對教育系統進行再教育的批判

與質疑。換言之，大學強調獨立思辯的精神，該精神受大學這個特殊的社會空間

保障，並以其作為與其他場域相區隔的條件。 

從反身性的分析出發，這樣的觀看距離，反過來讓我們反省自身所處的學科，

社會學稱之為「認識論的警覺」(Bourdieu 1991[1972])，這點使我們與傳銷業者

不同。雖然社會學不見得更高貴，社會學者同樣有著個人煩惱，也受社會條件限

制，但他們正視這些限制，希望將個人煩惱轉化為社會議題，希望突破這些限制，

展現人類的能動性。然而，傳銷也不見得就是騙局，因為其他的社會制度，也有

類似的虛假屬性。 

我們應該改變提問方式，不再用真假二分法阻斷我們對社會體制的瞭解，我

們應該深入觀察社會體系如何運作。在社會學的分析傳統底下，涂爾幹(Durkheim 

2000)對於宗教現象的分析，突破了將宗教視為虛假與陳腐，科學視為真實與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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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的二分觀點，他論證科學與宗教有著一致的邏輯，運用了類似的因果律，他更

提出人不可能活在虛假的事物的論點，要求我們深入分析看似不合理事物的理性

面向，就像他指出澳洲原住民哀悼儀式中的自殘行為，實際上是為了重新強化人

們彼此之間的情感連帶，重整社會秩序。 

因此，藉著涂爾幹的觀點，我們不再從「真假」邏輯否定傳銷組織，而是進

一步探討傳銷組織當中的「理性」，同時分析為何人們敵視「傳銷」。我認為，這

是因為傳銷的組織方式，過份突顯金字塔結構的社會階序及剝削性質，讓人類異

化從委婉掩蓋的狀態，被赤裸裸地公開檢視，以致於揭露社會秩序得以持存的集

體共謀屬性。52其他的社會體系，會透過委婉化的方式掩蓋權力關係，譬如教育

體系以學習之名掩蓋勞動關係，宗教體系以愛之名掩蓋異化關係，經濟體系以利

潤或工薪掩蓋剝削關係，這些委婉化的方式，更為隱微曲折。即使傳銷體系以「分

享」、「公益」之名，掩蓋「層級剝削」的關係，人們還是很容易從經驗突破傳銷

體系的掩蓋手法。因此，人們將傳銷視為騙局。但是，如果同等看待其他社會體

系，何者不是騙局呢？如果社會生活全是騙局，那我們自己不就成為自欺者了嗎？

其次，如果社會生活全是騙局，那麼何者才是真實？因此騙局與真實的討論方式

將帶著我們走向死胡同。 

順著20世紀初涂爾幹回應宗教與科學爭議的方式入手，我們將在深層發現，

傳銷體系與其他社會體系一樣真實，深刻影響人類的情感與生活各面向。因此，

我認為我們應該超越「真假」邏輯，正視傳銷體系的運作方式，並且對照我們自

身所處的生活環境。我們將會因為瞭解傳銷體系，反過讓我們更加瞭解自身，甚

至為我們提供改善社會現實的啟發。53筆者不得不承認，為期八個月的田野觀察，

讓我學習到了如何說故事與聆聽故事，故事的重點不在於真假，而在於是否吸引

人，我感謝傳銷業者帶給我的啟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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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一：OPP 掛圖演講示範觀摩田野筆記 

「OPP 掛圖演講示範觀摩」是業者主辦的演講比賽活動。會場入口，工作人

員提供一疊黃色的票選單，讓大家投票選出今天表現最佳的人，同時也兼具摸彩

功能。我進入會場坐定後，演講比賽開始了。講者在講台上，手拿著銀質的指揮

棒，指向一個三角柱體的示意圖，對著台下觀眾進行演說，台下觀眾有人站著，

有人坐著，五位資深傳銷商坐在中間位置，擔任評審委員。 

業者稱演講為「觀摩」，內容多是熟悉的主題：客廳創業，月入百萬；或者

企圖心、競爭力與風險極低的投資；或說明自行創業的風險，進而說明加盟業的

好處，有前人成功經驗可依循。講者提到「與其找一份工作，不如創造一份工作」，

只要努力，就能實現夢想！ 

但更吸引我的注意力的，不是這些口號與內容，而是講者表演的方式。他的

聲音高亢，肢體語言豐富，雖然使用了小小的、置於桌上的三角掛圖，但是他的

眼神對準的是台下的聽眾，不看稿，神色自若。當談到加盟的部份時，不論是談

商機超大！競爭力超強！或者投資額超小（只要少少的九百元）！都在傳達一個

訊息，這是一份值得你投資(invest)的事業，你的志趣(interest)將為你帶來利益

(interest)。 

講者語畢，鈴聲響起，右側座位有人說話，說九分三十二秒，不扣分。有人

起身，拿著麥克風上台，看起來是主持人；講台左側新講者走出來，抽了主持人

手上的籤筒，主持人說抽到第Ｘ張：「ＸＸ公司特級靈芝」。主持人跟計時的人說，

開始講的時候就計時。主講者喘了口氣，在台上呼吸了幾口氣，然後開講，開始

談保健食品的兩個特性，要有食品的安全性以及藥品的有效性，但是巿面上品質

良莠不齊，所以政府為了保障消費者，提出健康食品的制度設計，講者特別強調

掛圖中央的產品圖示的右下方的小綠人圖示，說明直銷公司靈芝是獲得政府掛保

證的，品質可靠。講者講完了這一頁，語畢，鈴聲隨之響起，講者下台。 

主持人邀請下一位講者曾小姐上台，麥克風沒有反應，沒有聲音。台下的一

位女士上台救援，說「我們的麥克風發生了『暝眩反應』」，台下一片笑聲。她為

講者換了麥克風，女士下台。講者重新面對觀眾，而觀眾又報以掌聲，表示重新

開始，再次歡迎講者開始演說。這位講者一樣手持銀質指揮棒，以現在一般人過

的都不快樂，大學畢業生只有 22K 的年代破題，說「為何我可以面帶笑容地站

在這裡」，因為我自己作決定，作自己人生的主人。講者使用的是同一份 OPP 掛

圖的稿子，但是演繹的內容則不相同，身為社會新鮮人，她的主講焦點是希望與

夢想，自主、自決。每個人都融合自身的經驗，演講示範。 

doi:10.6342/NTU201601133



255 
 

這是一場「身體儀態演說之較量」。雖然演講的主題固定，但是演講者的演

說卻各有巧妙：說話語氣、節奏掌握、內容編排、舉例解說、笑點運用。譬如說，

在說明上班族生活時，講者說「在公司上班，從『雞叫忙到鬼叫』」，以此承接從

事傳銷事業提供人們的自由。觀眾哄堂大笑，我看著他們的反應，像是在等待下

一個笑點。有的講者舉藝人病逝為例，說明健康及選對健康食品的重要；有的則

是與觀眾即時互動，說學逗唱，讓我沒有辦法離開視線。 

總共有八名講者，五位評審票選出最佳的三名講者，公司總裁為他們頒獎。

總裁說「他們三位哦，就是我名單上面，可見噢，這些評審員都很高竿」觀眾笑

聲傳來。總裁也抽獎，抽出那些有圈選這三位為最佳表現人的觀眾，並且頒贈公

司的口含錠產品給幾位幸運的聽眾。隨後，三位得獎者與觀眾下台後，其實五位

沒得獎的五人，也被主持人請上講台表揚，主持人請大家鼓掌三十秒，響起歡樂

的配樂，聽眾們一起高舉雙手鼓掌，配合節奏，這種氣氛，就是沒得獎也爽，台

下的人也樂得開心，台上的人一鞠躬，謝謝大家的掌聲。更妙的是，主持人說，

我知道現在還有很多參加過 OPP 掛圖初賽的朋友，請他們也起立，接受表揚，

現場的感覺很不錯，有種作過了什麼，努力過就會被肯定的感覺。 

在一陣掌聲之後，主持人請資深的講者來進行解說。講者先稱讚今天的八位

參賽者，指出他們對於直銷公司產品的信心，不要說是小場的家庭 OPP 了，就

是叫他們來講大場的 OPP 的沒有問題。講者說，家庭集會就是塑造領導者的捷

徑。講者說學逗笑，講了台語的很多笑話。講者說，山珍海味在眼前，你想要吃，

得要拿箸，而掛圖就是你的工具。 

資深講者說(1)作掛圖，眼光要看人。不是在演講，而是要講給新朋友聽，

在談話的過程中，觀察聽眾的反應，在其中找出領導者，找出認同者，必須要詮

釋他們回饋的信號。譬如說當你講到肝病的時候，有人眼睛一亮，那麼你就該跟

他多聊些這部份的內容；有人對加盟賺錢有興趣，那你就跟他再溝通。換言之，

掛圖演說完之後，還要再溝通，這就是「楣角」。(2)形象。穿著打扮要專業。今

天這些講者的形象都非常好。因為你們今天出去，就是直銷公司人。(3)分享要

有跟朋友分享的感覺，必須要有柔軟度。你不是在演講，分享不等於演講，分享

是有感情訴求和柔軟身段的。最後，講者說，這個掛圖實在是很厲害，精確地對

準要談的主題。學好掛圖，有利可圖。 

時間到了晚上十點，觀摩會也結束了，我待在現場作筆記。聽到主持人與一

位得獎男性互虧：「他說你得了獎，以後的主講人會少得了你嗎？」我隱約聽到

獎金是一萬元的樣子（田野筆記，2012 年 2 月 1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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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章 結論 

第一節、多重社會世界、療效政治與靈芝的社會文化生命史 

 就理論上來看，療效政治涉及不同社會世界行動者之間的互動模式，這些社

會世界相互影響，形構了臺灣今日的靈芝樣貌（圖 39）。回顧靈芝在臺灣過去

40 年的發展，我們可以看到在 1970 年代，產業界因為貿易的關係，引進了日本

學術界與日常世界的療效論述，促使臺灣開始再度從「藥物」角度認識靈芝，而

不再僅僅視為「神話傳說」或者「政治祥瑞」，當時對於靈芝現象停留在發現靈

芝與否（有無），因此還談不上療效，但是人們相信其有神奇的功效，這與民間

傳說，尤其武俠小說的渲染有關，中藥典籍的記載，也使某些民間專家對靈芝療

效有所期待，成分如何，這些專家不見得清楚，他們會依肉眼為靈芝區隔價值，

譬如靈芝的大小、色彩、形狀，而賦予靈芝一定價值。 

圖 39 靈芝的社會文化生命史 

 

資料來源：筆者自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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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0 年代到 1990 年代之間，靈芝經歷了從「真假」區分到產品「好壞」的

療效政治的變遷。靈芝受到來自日本的論述影響，因為科學界認為靈芝具有有機

鍺與多醣體等有效成分，因此人們視靈芝為具有療效的藥物，是神奇的中藥或漢

方藥。但是，因為官方法規的限制，靈芝不得宣稱為藥品，故逐漸轉變成為健康

食品，或以食品定位自身。隨著靈芝得以大量人工栽培，開始出現靈芝的真假與

好壞爭議，業者爭議人工栽培靈芝與野生採集靈芝的好壞，也就朵狀或鹿角狀的

形狀，提出科學研究與中藥食療的競爭論述，隨著 1980 年末國科會靈芝大型研

究計劃，引發學者關注靈芝，科學界逐漸證實有機鍺非靈芝有效成分。 

隨著靈芝論述大量出現，靈芝產品也因技術革新得以大量生產，產業競爭激

烈，媒體與學術成為靈芝療效政治主要交鋒處。業者透過邀請學者掛名、或透過

援引科學家的著作、日本翻譯著作，或是產品消費者的使用體驗，來提高產品的

可信度。靈芝巿場長期處於活絡狀態，但是隨著新的巿場參與者，透過大規模量

產靈芝菌絲體的技術，以低價格破壞巿場，並且提出靈芝的好壞在多醣體的論述，

打擊既有業者。既有靈芝業者依賴科學論述，回應同業的挑戰，他們透過更細緻

的描述與區分有效成分，認為含有三萜類與高分子多醣體的靈芝子實體才具有價

值，興起了靈芝好壞之爭。這時期除了既有的科學與見證外，電視強力播送的廣

告、民間文教機構創辦的靈芝雜誌，以及新興的網際網路，都成為人們尋求療效

依據的來源。 

1999 年後，政府透過「健康食品管理法」管制巿場，傳銷業者借力使力，

投入科學研究，並於 2000 年後，陸續取得健康食品認證，但是消費者在日常生

活中，對於政府推出的健康食品認證無感。因而促使產業界逾越政府管制，一方

面宣傳靈芝獲得國家四項認證，療效及安全性獲國家背書，另一方面，則透過傳

銷管道，以靈芝「超越健康食品」的修辭策略，將靈芝視為能守護生命的生技靈

藥。對於沒有獲得健康食品認證的業者，或者藉由前一時期強力廣告行銷建立的

口碑與公司品牌，作為療效依據；或者透過尋求知名機構（如中研院）或知名學

者（翁啟惠）的合作關係，拉抬自家產品的可信度。靈芝在臺灣近 40 年的發展，

碰觸到產業、政治、科學、媒體、醫療與日常生活等不同社會世界，這些社會世

界形構了其獨特的社會歷史與文化傳記軌跡。 

從靈芝的社會歷史來看，靈芝經歷了不同的社會分類，從祥瑞、仙草、經歷

中藥、漢藥、非藥品，轉變成為民間意義上的健康食品，到後來成為政府認證的

健康食品。就療效政治來看，靈芝經歷了有無存在、真假區辨、好壞區隔到認證

與否的過程。從文化傳記來看，靈芝的價值區分，體現為：形狀、色彩與大小；

經歷人工對立野生、朵狀對立鹿角狀、子實體對立菌絲體的過程；最後成為政府

認證的保健功效對立於民間自我宣稱的功效。靈芝的療效成分，也隨著科技研究

的進展，從模糊不清，到強調有機鍺與多醣體，到後來的活性多醣和小分子蛋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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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糊的概念對比於精確的概念，整體的概念對比於成分的概念，都是業者透過療

效政治為產品劃出真假好壞的劃界工作。最後，業者所使用的療效依據，從傳說、

典籍與個人經驗，經過援引科學論述與加工個人經驗成為見證報導的過程，隨後

結合大眾傳播媒體，透過電視廣告、雜誌與網路來建構靈芝療效可信度，最後更

拉進國家認證與公司品牌，以及學者的背書，這反映療效政治的競爭越來越激烈，

業者需要結合更多元的途徑，建立產品可信度，以便說服消費者。各種不同社會

技術力量的形構過程，促成了當代臺灣特有靈芝現象的誕生。 

就理論層面來看，「療效政治」的概念使我們與「常識」斷裂，重新為「療

效」帶入社會學的想像。療效政治是醫藥方面的社會變遷模式，而這種社會變遷

模式提醒我們：物品作為藥物，其療效不能單單視為科學界的發明或者醫學界創

新的結果，而應該視為多重社會世界的共構產物。除了過往人們看到醫學界或者

科學界對於療效的界定，本研究透過實例指出政治界、產業界，同樣也是參與療

效政治的行動者，推動著療效論述的發展。譬如，政府透過健康食品認證參與療

效政治，產業界則是援引科學界論述，進行巿場區隔。療效政治與社會世界的觀

點，讓我們看到不同社會世界，有著不同的療效邏輯。療效並非放諸四海皆準，

內容會隨著歷史變遷與涉及的社會團體而改變，療效有其限制(phamacerticals’ 

efficacy has its limit)。 

第二節、「靈芝有效嗎？」與東亞藥物傳統遭遇現代性 

2012 年 11 月，我去社會學年會發表論文，會後一名社會學者問我「所以靈

芝真的有效嗎？」當時我愣住，無法回答他。這個問題始終困擾著我，我想這問

題也困擾著許許多多的使用者、銷售者以及科學家們。對於使用者來說，他們需

要確認，吃靈芝真的有效，那麼他們才能說服自己使用靈芝；對於銷售者來說，

他們賣這個產品給消費者，他們也希望能夠提供足夠證據證明產品的價值，說服

消費者交易；對於科學家來說，他們希望能夠透過各種實驗設計，希望能夠證明

或否證靈芝與特定功效之間的關係。對於我來說，社會學是瞭解他們如何思考與

回應這個問題的方法。 

然而靈芝有效與否的問題，不僅僅是「困擾」，它同時也表達了一種企盼。

大量的見證經驗說明曾經有那麼多的人，曾經企盼過靈芝的療效，並且獲得治癒。

這些治癒的案例，不僅僅是業者的吹噓，如果僅是吹噓，那麼就會像本文提到的

「有機鍺」神話，被科學家戳破，但我們觀察到的現場卻是，科學家一代接一代

地投入了靈芝的科學研究，研究的層級也從大學實驗室，成為臺灣最高學術研究

機構中央研究院的主題研究計劃，成為橫跨多個實驗室的研究主題。而那種企盼，

是一種克服當代疾病的渴望與追尋，是一份未完成的現代性計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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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靈芝有效與否，也有著倫理意涵。從常民面對不治之症，親友致贈靈

芝的社會行動，到傳銷業者自許為健康守護者，將靈芝視為保命食品。靈芝的價

值，在於「保衛生命」，穩固社會關係，抵禦疾病侵害肉身。靈芝成為疾病情境

當中，個人實現「照顧他人」與「照顧自己」的倫理的具體物質。給病人吃無效

的物質，既傷害醫病關係，也傷害家庭關係，更會挑戰人們彼此之間的信任關係。

因此，面對疾病的挑戰，確認藥物有效與否，就成為藥物研究者必須面對的課題。 

這樣的倫理意涵，除了體現在面對面的互動情境，更體現在國際的政治經濟

競爭當中。靈芝被賦予高度期待，從產官學界在 1980 年代末提出打造臺灣成為

靈芝王國，因應國內洋菇產業與食品產業的轉型；到 2000 年後，產官學界希望

將臺灣打造成為生技王國，或者生物科技島，甚至是 2009 年推動的生技起飛鑽

石行動方案，在學者的眼裡，靈芝是一個可以帶領臺灣生技產業的標的物。靈芝

被認為不僅保衛生命，也能夠延續國家的經濟命脈。 

靈芝是否有效，成為具備著困惑、企盼、倫理與政治經濟的含渾價值

(ambivalence)的提問。這樣的提問，唯有在繼受著東亞藥物傳統的臺灣，才得以

可能。靈芝的魅力，有它的區域限制，因此西方人在 1970 年代將《白蛇傳》的

靈芝譯為 mushroom，而華人則認為這個譯法未能掌握其意涵。但過去的限制在

今日看來，卻成為臺灣發展藥物的潛力。正是因為「靈芝」是特定文化的概念，

或者說在世界的文化政治體系中，處於相對弱勢的文化（中醫藥傳統），因此臺

灣社會如何在遭遇相對強勢的文化（現代生物醫學）證明自身既有文化的價值，

甚至進而創造價值(value)，就成為當代臺灣必須面對的挑戰。 

在本論文中，科學家是面對這個挑戰的主要行動者。從 1970 年代以來積極

透過現代生化技術尋找抗癌藥物的董大成，在 1980 年代看到了靈芝的潛力，到

2000 年後的翁啟惠，希望帶著臺灣生技起飛，他們都投入了大量心力與資源，

希望能夠透過科學實驗、法規整合、資源供應等不同面向的整合，建構靈芝療效

的可信度。但是要走向臨床，將靈芝開發成符合現代生物醫學要求的藥品，卻仍

是漫漫長路，但他們選擇盡他們所能，創造靈芝的價值，並且希望獲得同行承認、

政府承認，甚至是臺灣社會的承認。從董大成開發出的靈糠液、翁啟惠研究團隊

開發出靈芝 F3 區段、甚至是其他學者試著從靈芝分離出的小分子蛋白、酵素或

三萜類，這些科學家都希望從靈芝當中，找到「有效成分」，因為他們相信靈芝

是有效的，所以他們投入了靈芝研究。 

但是科學家群體內部，也存在著不同的聲音。從 1980 年代以來，科學家就

分成學術本位或產業友善的科學家，學者的自我定位，也影響了他們對靈芝的解

讀。學術本位的學者，用實驗判斷靈芝的療效，像 1990 年代蕭明熙曾以科學證

據，論證靈芝對於慢性狹心症患者無顯著療效。產業友善的學者，他們可能吹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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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家產品，但論據卻不見得那麼可靠。有的學者則是從基礎研究的層次，探討靈

芝的分類學問題，如臺灣大學的許瑞祥。他們或許因為不同的社會軌跡，可能走

向產業，或者與產業脫鈎，這些社會軌跡，往往也會影響人們對於這些科學家提

出靈芝療效的可信度。 

因此，在 1990 年代，單單是科學家，已經不足以回應靈芝是否有效這樣的

挑戰，因為靈芝涉及的議題太過複雜，從分類、栽培、加工、製造、服用方式、

個人體質，種種變數使得靈芝療效問題陷入業者各說各話的情境。這個問題不僅

僅是靈芝的問題，也是各類傳統藥物在進入當代社會，必然涉及的問題。學術本

位的科學家，在失去了國家大型研究計劃的奧援後，仰賴大學或政府各別部門的

資源，零星地持續靈芝研究。但產業友善的科學家，卻慢慢在產學合作的過程當

中，讓他們的研究成果與理念，逐漸透過產業作為中介，散播出去，也逐漸訓練

出一批有著一定科學素養的傳銷業者，推動靈芝商品化。但傳銷業者與科學家的

立場畢竟有落差，傳銷業者希望人們信仰靈芝的療效，但是科學家卻必須用科學

程序，證明靈芝的療效。但是在科學家證明之前，傳銷業者已經走入巿場，實實

在在地影響社會大眾，這構成了一個倫理問題：在我們還沒有科學證據證明靈芝

的療效前，萬一人們吃出毛病怎麼辦？這是「以人試藥」的邏輯，這樣的邏輯對

現代國家來說，並不適宜。因此，國家只好在食品與藥品、無效與有效之間，劃

出了一條健康食品與保健功效的界限，「健康食品管理法」成為現代國家與東亞

藥物傳統碰撞出來的火花。 

這樣的火花，也改變了科學家論證物質是否有效的介入方式。在有醫療效能

與無醫療效能之外，多出了「保健功效」，可以暫時安置「靈芝是否有效」的問

題。證明保健功效，比起證明醫療效能簡單地多，前者的要求是食品級的規格，

但比食品等級還要再嚴格一些，後者的要求則是藥品等級的規格，需要耗費大量

的時間與資源。「保健功效」也使得那些「動物實驗」有顯著效果的研究成果，

得以安置於這個項目底下，使得科學家及業者，可以對外宣稱「經動物實驗證實」，

靈芝具有保健功效。因此，「靈芝是否有效」的問題，從「有無」的二分法，轉

變成為具不同可信度層次的三分法：有醫療效能、有保健功效、無效；對應於三

種社會分類：藥品、健康食品、食品。但事實上，即使法規上規定了這樣子的三

分法，但是東亞藥物傳統（甚至是西方新興健康食品或其他地區傳統醫學食療物

品），仍創造出外溢於科學實驗與國家管制的第四項社會分類，也就是「保健食

品」。 

這反映了即使科學，或者國家，想要為「療效」劃定界限，但地方文化總是

會超越這個界限。療效有它的極限，但是隨著不同社會世界相互碰撞，譬如科學

知識體系、東亞藥學傳統、現代國家法規知識體系之間或新興健康促進風潮，那

麼就會再次產生含渾(ambivalence)之處，就像保健食品在法規上是食品，但是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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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上卻被認為是有療效的食品一般，療效不是國家或科學說了算，必須考慮文

化，必須考慮多種價值並存的可能性。 

此外，「健康食品管理法」也衝擊了過往的學術研究（或 Jasanoff(Jasanoff 1990)

所說的「研究科學」[research science]），造就「認證科學」的新型科學研究形態。

科學家接受政府委託，從事擬定健康食品保健功效的認證標準與審議業者申請健

康食品認證的資料的工作，科學家也在可以透過產學合作的名義，接受業者委託

評估產品保健功效，科學家成了立法者、審查者、與商業案件的執行者，不再像

過往以前，僅是為產品背書，以個人名義掛保證，現在科學家必須用「科學數據」

為他們的產品掛保證。 

用社會學者齊美爾(Simmel 2004)的話來說，主觀文化越來越向客觀文化傾斜。

個人性與主觀性逐漸讓位給物質性與客觀性，比起個人的名譽威望，現在人們更

信賴專家系統(Giddens 2002(1991))。科學家也越來越依賴認證科學，因為純粹的

研究科學的資源逐漸稀少，不足以支應實驗室的開支與產能，導致大學實驗室，

朝向成為產業界附屬研發單位(Research and Design)的趨勢（受訪者Ｌ）。產學合

作是否會走向產業領導學術，這樣的趨勢值得進一步觀察。 

即使有了「認證科學」的另類道路，但是「靈芝是否有效」這個問題，仍舊

未獲得解決。當代社會的疾病是人類的問題，認證科學則是從動物實驗出發，協

助人類說服自身產品的安全性與療效價值。然而，動物實驗的結果終究無法取代

人類自己的體驗，人體實驗還是科學家認為最為可靠的證據。但是人體實驗涉及

到研究倫理、政府法規、經濟資源、技術能力的限制，科學家最終在療效問題上，

遭遇這些限制，所以多數科學家且戰且走，一步步透過科學實驗與他人的研究報

告，建立靈芝療效可信度的依據。有的科學家則在缺少資源的不利條件下，將研

發出來的靈芝產品改以保健食品面世，並且以個人經驗聲稱其有效，如董大成的

靈糠液。但只有極少數的科學家，擁有足夠的文化資本（如中研院院長翁啟惠），

能夠協調政府官員建構國內法規制度，結合產業人士，成立股份有限公司，投資

生技產業發展，運用國內頂尖的學術人材與學術資源，開創新興科學研究領域，

並且透過技術轉移的方式，走出超越「認證科學」的第三條路，或許可以稱為「產

業科學」，這條道路是臺灣在朝向新藥開發的路上，所開闢出的新道路，日後如

何發展，值得學者持續關注。1 

科學家在療效問題上，遭遇現實侷限，他們的身份也使得他們無法說得更多。

於是，在科學的世界裡，靈芝是療效有限的。但是對於靈芝業者來說，在東亞藥

物傳統提供的文化想像裡，靈芝是仙草，有著輕身不老、延年神仙的功效。認證

科學僅提供了十三項保健功效，但靈芝超越這些政府機關認證的保健功效，靈芝

「超越健康食品」，是靈芝業者希望傳達給消費者及傳銷商的信念。面對「靈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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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否有效」這個問題，他們十分肯定靈芝的療效，因為這是他們投身傳銷業者的

基本共識。傳銷業者扎根於在地文化，如同古代醫者用成功治癒的醫案取信病家，

他們使用大量的見證故事與現身說法，建立靈芝的療效可信度，但是他們的身份

以及他們所使用的方法，也使得他們的可信度打折，因為人們無法確認這個身份

本身是否可信。因此，不論是科學家，或是傳銷業者，都無法超出他們的社會條

件，斷然回應靈芝的療效問題，正如同撰寫本文的社會學者，也無法斷然回應這

個問題。 

從社會學的角度來看，回應「靈芝是否有效」的方式是「脈絡化」。社會學

者脈絡化的方式是回到特定的歷史條件，觀察人們如何提問。因此，就像本論文

第三章提到的，李國鼎對靈芝的提問，其實是當時特殊時空背景的產物，今日人

們對於靈芝，甚至其他的藥物，也可以提出同樣的問題，「某某藥物或健康食品

有效嗎」？但是從「有效與否」來思考靈芝，已經是當代臺灣社會特色，正如同

我在第二章提到，人們曾經從瑞祥與文化的角度思考靈芝。因此，我們可以將問

題轉化為「何種社會條件，使我們從療效的角度看待靈芝，而不是其他的角度」？

譬如不是從盆栽的美學視角來理解靈芝。 

我們質問這個「靈芝是否有效」這個提問，並發現這是各行動者用以追求自

身利益的有力支點。產業界是推廣這種提問方式的最重要推手，因為銷售靈芝商

品，有助於獲得經濟資本。學術界提出了這個問題，並將靈芝視為具潛力的藥物，

並且援引文獻，既訴諸在地傳統，要號稱走向世界，打造生技產業，同樣也使得

學術界逐漸取得來自政府、業界、甚至民間的資源。媒體界延續著「有效」的思

考方式，陸續報導某某學者發現靈芝有什麼功效，有助學界曝光累積正面形象，

也提高人們對靈芝商品的好感度。我認為，這是一個「資本循環的迴圈」，也就

是不同行動者透過這個提問吸收資本，以維繫日常生活的生產與再生產。 

反面來說，如果今天問題改成「靈芝是否有毒」，那麼整個資本循環就面臨

挑戰，也會產生新的爭議，就如同 2013 年曾發生的「樟芝有毒爭議」，或者 1990

年代發生的「服食靈芝死亡案例」。媒體雖然會獲得最大利益，但是卻會動搖產

業界與學術界，甚至鬆動政府的公信力。 

因此，我認為，不妨視「靈芝是否有效」這個提問為一種掩蓋(as a cover)，

但卻是是誤導性的掩蓋，目的是為了讓我們往單一方向去挖掘(dis-cover)，而無

法綜觀全局。惟有透過反過來質問這個問題自身，我們才可能恢復(re-cover)對現

象的洞察。像是「某物是否有效」的提問，第一，它掩蓋了我們從反方向的提問，

譬如「某物是否有毒」。第二，它讓我們忽略了過程，追問「某物如何有效」，透

過追問如何，我們才有機會超越淺碟思維。第三，它引導我們去思考物，卻忘了

追溯人，譬如追溯「誰說某物是否有效」。第四，它讓我們以特定方式思考，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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療效關係，卻未從其他面向思考，如經濟利害關係，如「提出某物是否有效，這

個說法會使誰得利」，於是我們只看到某些名嘴上節目宣傳產品，但是卻鮮見學

者批評背後的利害關係。第五，僅僅追問某物是否有效，忽略了造成疾病的社會

根源，不健康的工作環境，不完整的社會福利體制，以及重治療而不重預防的醫

療觀念，這些都是應該進一步追問的面向。 

從「靈芝是否有效」這個提問，我們也看到臺灣社會健康食品的資本循環的

深層文化邏輯。隨著「靈芝」的熱度減退，新興的物質，尤其被認為具有臺灣特

色的物質，如樟芝（或金線蓮之類的），又被再次納入「□□是否有效」的思維

之中，再次開啟資本循環的迴圈，也就是產業界賺錢，學術界獲取資源，媒體炒

作取得焦點，但是我們的成果卻依舊有限，我們仍未像德國打造出銀杏，韓國打

造出人參，我們曾經想要打造「靈芝王國」，但是，今日或許變成了「口號王國」。

因此，我們應該超越「是否」邏輯及「療效」邏輯的局部視角，到追問「如何」

邏輯以及「各種可能性」的視野。我提出的「療效政治」的概念，正是希望能夠

超越「療效思考」的侷限，希望揭露療效議題背後交織的政治過程與權力關係。 

最後，從經驗研究的角度來看，本論文為回應如下問題提供思考方向：「為

何靈芝產業與傳銷產業結合如此緊密」。比較他國經驗，可以發現產業制度的不

健全是原因之一。韓國針對人蔘，以國家力量建立了品級的產銷制度，但是臺灣

產業界即使在 1990 年代意識到建立靈芝國家標準的重要性，政府卻因為不願意

得罪部份業者，也無意願持續投入資源進行大規模科學研究，確立靈芝產品的規

格與商品分級，使得靈芝產業難以發展成國家產業，業者僅能透過健康食品認證

或者學者專家背書在臺灣巿場裡相互競爭，而無法以國家規格走向國際。時至

2015 年 7 月，衛生福利部正式施行「真菌類食品標示管理原則」，要求商品應註

明原料名稱、使用部位（子實體或菌絲體）及培養方式，但對於商品分級的燙手

山芋，政府仍舊保留未處理。2臺灣靈芝要像韓國人蔘一樣發展，仍有很大的努

力空間，而建構商品規格標準，仍是臺灣產官學必須共同思考的課題。 

文化的多源性，也是促使靈芝產業與傳直銷業緊密結合的原因。在東亞的藥

物傳統底下，我們看到了中醫藥傳統與道家神仙藥傳統，這些傳統形成常民認識

物質的認知框架，其文化底蘊「藥食同源」或者「藥食如一」（陳元朋 2005）。

但是臺灣的制度架構，卻是建立在西方現代性藥品與食品二分的管制架構下，食

品不得宣稱療效，藥品非食品。但是靈芝卻是個「久服延年神仙」之物，類似的

「食療」保健概念，根本挑戰了藥品與食品的二分管制架構，也促使臺灣政府透

過「健康食品管理法」補強。 

但是健康食品管理法，作為補強措施，卻又因為政治因素，間接促使該法朝

向限制廣告並且放寬傳直銷通路的方向。廣告通路轉向傳直銷通路。法規的推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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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程，促使健康食品與傳直銷產業緊密結合。健康食品管理法施行已十多年，靈

芝的療效論述不僅未因法規規範而受限，反而透過大量的見證與科學見證，顯示

出健康食品管理法的侷限。傳銷產業的活躍，反映的其實是政府政策與管制法規

跟不上時代。因此，從靈芝的案例來看，臺灣的政策與法規需要通盤檢討，並且

考慮臺灣的多源醫療文化特性：臺灣既繼受了東亞藥物傳統，同時也受西方現代

性的影響。靈芝產業仰賴傳直銷，反映了東亞藥物傳統遭遇現代性而找尋到的新

出路，傳銷通路使得靈芝的仙草傳說，得以透過古老的說故事形式，結合現代的

科學數據，以面對面的互動方式流傳。 

第三節、研究貢獻 

就研究貢獻來說，靈芝的個案研究，突顯出不同於西方藥物發展的生命史。

首先，靈芝非一般中藥，而是帶著「仙家氣息」的仙草，這是使其擁有特殊發展

歷史的文化根源。靈芝特具的「靈性」魅力，使人們對其「輕年不老、延年神仙」

的效力寄予高度厚望，產學界迄今仍對打造臺灣成為「靈芝王國」抱有一定期待。

靈芝不是西藥，其發展路徑也不循西藥臨床模式，而是以「另類藥物」的方式，

循「健康食品」途徑發展。靈芝的個案，突出了產業界以及國家在建構藥物商品

可信度的重要角色。 

其次，我從歷史視角，回顧了近四十年來靈芝作為當代中草藥的轉型因素。

這些因素涉及傳統文化、跨國貿易與科技影響、在地科技研究、媒體傳播、產業

競爭、政府介入與面對面銷售活動等不同面向，這些面向維繫新興中草藥健康食

品在臺灣社會的生產與再生產過程。臺灣對靈芝的認識，歷經仙草、中藥、健康

食品、保健食品與官方認證的健康食品，到甚至超越健康食品的保命「生技靈藥」，

反映了社會文化脈絡影響人類理解與使用藥物的方式，因此，療效並非無中生有，

而是隨歷史而有發展過程。 

第三，我藉由分析靈芝產業透過傳銷活動建構可信度的過程，說明臺灣社會

對於藥物商品的可信度有著多重知識來源，除了國家認證以及學者掛保證之外，

見證故事以及社會網絡所建立的口碑，也是建立商品可信度的重要來源。換言之，

科學釐清單一成分的功效機轉，卻不見得能證明靈芝功效，產業界透過傳統文化、

見證故事與社群口碑等種種民間底蘊，形構靈芝療效的可信度。 

第四，本研究更發現臺灣「健康食品管理法」，將「健康食品」抬高到與食

品及食品一樣的法律位階，是臺灣因應「健康食品」的世界潮流發展出的獨特架

構。不論是日本的特保食品、中國的保健食品、或者美國的膳食補充品，各國政

府都將其置在食品管制架構底下，唯有臺灣將「健康食品」獨立立法，此種特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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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管制架構，不只反映了臺灣立法與行政機關的矛盾關係，也反映臺灣借鑑各國

法規後的原創性。 

第五，本研究也提醒我們，面對藥物，不能單單從「醫療社會學」取徑切入，

更應該看到藥物在當代的社會生活當中，遠遠超過醫療情境，進入日常生活，以

及其他社會世界。「亞健康」從疾病與健康的二元對立範疇發展出來，「健康食品」

或日本的特定用保健食品、中國的保健食品與美國的膳食補充品，都反映了「食

療」概念的當代轉型，成為世界各國政府必須積極面對的管制課題。「食療」不

再是迷信概念，在「工業化」的時代場景下，傳統「食療」轉變成為「科技進補」。

「健康促進」的視野也超越了「疾病防治」，與當代資本主義社會緊密結合，值

得學者關注。 

最後，以靈芝作為範例，「療效政治」的概念提醒我們當代中草藥轉型的複

雜性，不能侷限於街頭科學、管制科學、研究科學等單一研究面向，而必須考慮

多個社會世界的涉入關係與歷史進程，才能突破特定社會世界（如科學界或產業

界）對於療效論述的壟斷性，從社會科學的面向，豐富人類對資本主義底下藥物

商品的瞭解。 

第四節、政策建議 

政府的科技政策，重視應用研究，忽略基礎科學。相較日本文部省透過長達

十年的研究工作，才逐漸發展出特定用保健食品的治理體制，臺灣政府則急求應

用，希望短期計劃都能有實際成果。「國科會大型靈芝研究計劃」，正是這樣的例

子，政府急求應用，卻忽略國內基礎技術能力不足與制度環境不成熟的事實，導

致計劃未能成功。政府應該鼓勵學者從事基礎科學，不應該僅透過「數字績效」

衡量學者，使得學者走向論文量產方向，卻不見得能具有足夠學術創見與思想高

度，政府應鼓勵長時段、大規模、集體性的研究計劃，要求大學提供多元評量標

準，容許學者從事長時段的深度研究，厚植臺灣本土研發能量。 

政府對於健康食品的法規管制，同樣也體現了急於求成的特性。本論文第五

章提到立法委員強勢立法，使得法案在短時間內通過，卻缺乏行政上的配套措施，

導致後來行政部門匆促公告實務的各項規則，導生立法機關與行政機關對於健康

食品管理的落差。其次，行政機關在匆促時間內公告的各項規定，譬如評估健康

食品保健功效的方法，也體現了拿來主義，忽略了各項法規，有各國家自身的文

化脈絡，而臺灣也有自身的文化屬性，譬如中草藥的「藥食曖昧性」，以及國人

「藥食如一」與進補的文化。政府研擬法規過程的當中，應強化在地的研究調查，

同時修訂法規，也應該有較為慎重的公開審議過程，而非僅僅交由黨團密室協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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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後形成不見得真正對國民健康有利的法規，而立法機關也應該進一步監督行政

部門的作為，並且提出相關的糾正。 

不論是鼓勵學術研究，或者研擬法律規章，臺灣政府都應該投入調查研究工

作，釐清問題所在，才能夠減少資源浪費，提升臺灣發展。但是從本論文的研究

可以看到，政府政策偏重於促進產業發展，輕忽國民健康，這點與鄭居元(2009)

對國內新藥臨床試驗制度發展所作的研究一致。我認為臺灣不妨借鑑日本經驗，

透過翻譯日本國立健康榮養研究所的相關網頁資訊的方式，並且建置公開資料庫，

供民眾查閱與廠商參考，提供健康食品素材之安全性與功效性資訊，平衡國內忽

略健康食品安全性的發展方向。 

儘管臺灣在 1999 年就已經有了健康食品管理法，但是坊間業者誇大不實的

情況，卻不見比過去少，只是這些不實宣傳，往往透過傳銷管道口耳相傳，形成

政府的管制漏洞。近年來接續不斷的食品爭議，更體現了政府在面對這些爭議上，

未能真正回應臺灣社會的需求。政府除了後端的危機處理，更應該重視前端的風

險管理，結合民間力量，並且尋找學界幫助，瞭解產業運作實況。換言之，除了

從促進產業發展的角度，結合產官學力量，政府也應該思考，如何結合專業團隊，

強化社會安全體制。 

最後，就本研究來看，政府應該要進一步探討健康食品管理法對於國內學術

界的影響，思考認證科學與研究科學的關係，以及瞭解是否逐漸形成產業領導研

究的發展趨勢。短期來看，學院從事廠商的委託案，有利於短期的論文產出，也

有利於業者協助商品行銷。但是長期來看，卻可能導致學院創新停滯，而廠商習

慣將研發工作，外包給國內的大專院校，導致自身缺乏研發能力，也使大專院校

的實驗室轉型成為業者的研發部門。人民的納稅錢支付大專院校建構實驗室，而

大學實驗室卻成為廠商的研發部門，這現象並不合理，政府應該關注這樣的發展

趨勢。政府必須因應上述提到的各種挑戰，落實研究調查工作，審慎處理產官學

與民間的各項業務，才能因應當代社會的各種挑戰。培養更多的公共知識份子，

促進公民審議與思辯討論，是政府可以繼續努力的目標。 

第五節、研究限制與具潛力的未來研究方向 

本研究以論述分析為取徑，未著墨於靈芝使用者，關於他們如何理解與消費

靈芝，如何看待傳直銷與巿面廣告，如何判定有無療效，如何理解身體反應，都

是值得進一步研究的主題。對於靈芝使用者的消費經驗分析，將補充本論文僅從

生產與流通面向分析的不足，並且有助於進一步說明在當代資本主義社會底下，

促使商品循環的生產與再生產得以可能的文化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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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療效政治來說，未來的研究者可以進一步探索西元 2000 年後靈芝有效成

分與臺灣社會的發展關係。本論文著墨於西元 2000 年以前的學術發展，因此主

要討論了鍺、多醣體與三萜類與產業的關係。但是 2000 年以後，小分子蛋白、

多醣肽、岩藻醣、苦味的三萜類與非苦味的三萜類等等細部討論，就商業炒作手

法來看，邏輯與 2000 年以並無二致，但是就學術發展來看，逐漸走向分子化、

甚至基因體化的發展路徑，靈芝逐漸化成為成分，走向新藥開發的路徑，提供了

超越本論文所提的保健食品與健康食品的發展面向。透過分析靈芝成分在當代社

會的發展，譬如中央研究院醣研究的學術進展，以及產學合作關係，將成為切入

當代臺灣科學研究與生技產業發展的有力支點。 

另外，就中草藥的當代轉型來說，靈芝這個個案提供了關於轉變成「健康食

品」的豐富討論，但是對於中草藥的其他當代轉型，譬如科學中藥、中藥新藥與

植物新藥，也有著各自不同的故事。譬如科學中藥與全民健保制度，如何改變了

人們的醫療消費習慣與中醫藥界的互動關係；中藥新藥作為一個新興分類，如何

接合傳統醫療系統，中醫與西醫如何看待這種新興藥品，同時政府又是如何在業

者的推動下，修改相關的法規制度，讀者不妨在既有對紅麴及「壽美降脂一號」

的研究的基礎，繼續探索這方面的發展(安勤之 2008, 陳尹婷 2011)。最後，探

索植物新藥的部份，將有助於我們探索國際藥品開發巿場、巨量資金流通，產業

與學術機構的整合趨勢等對臺灣社會的影響，我認為中央研究院的醣研究及其發

展，是很好的切入點，後續學者不妨在中藥科學化的研究者余依婷(2012)的基礎

上，進一步推進此研究主題。 

本研究對於產業與官方的討論，主要依賴二手資料與少部份的田野資料。關

於產業界與政府如何看待靈芝以及健康食品產業的發展，若是能夠透過訪談、甚

至參與觀察的方式，應該能夠取得更為深入的研究成果。這些一手的資料，或許

有助於修正筆者因資料不足的導致的錯誤推論，並且提供對於產業與政府發展，

更為合理的建議。 

本研究對於健康食品的探討，僅限於與靈芝個案相關者。其他對臺灣有重要

影響的健康素材，也值得進一步分析，譬如乳酸菌、益生菌與養樂多等素材的歷

史分析，將提供有力比較觀點。比起靈芝貼近醫療面向，乳酸菌等更貼近健康保

健面向。如果說靈芝是健康食品素材中的貴族，那麼乳酸菌或益生菌素材，就是

健康食品素材中的常民，它與一般人的日常生活更為貼近，它與腸胃消化機能有

關，靈芝與乳菌酸的比較，將有助於開拓物質文化中階級面向的分析。 

健康食品管理法本身的歷史，也值得進一步關注。該法作為臺灣獨創的食品

管理法規，在立法院經歷多次討論與修正，而相關主管機關（衛福部與中研院）

也都曾受立法院質詢。這些變革有何意涵，曾經出現何種爭議，這些爭議是否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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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在地現象，還是受到國際關係的影響，都有待進一步釐清。深入分析健康食品

管理法，將有助於我們探討東亞藥物傳統碰撞現代國家體制時，臺灣如何提供了

特殊的回應方式。這在東亞藥物與法規的學術討論中，或許是深具意義的研究課

題。 

進一步來說，我們還可以觀察健康食品管理法如何影響臺灣學術發展，導致

大專院校研究方向的變化，以此觀察大學產業化與商品化的發展趨勢，重新思考

大學在當代社會的角色定位，也幫重新審視教學與研究的意義。 

最後，關於健康食品保健功效評估辦法的擬定，筆者僅分析了其中四項，仍

有多項功效有待分析。分析保健功效評估辦法的知識生產過程，將有助於我們瞭

解，當代臺灣是如何接納、吸收與轉化國際知識，而這個過程背後涉及何種文化

想像、利益思考與權力關係。這些分析既可以協助我們瞭解臺灣產官學在擬定評

估辦法的思考邏輯，也可以讓我們更加同理式地理解臺灣接觸外來文化的侷限與

發展潛力。我相信這些進一步的研究調查，將揭露臺灣社會的問題與困境，挖掘

出改善生活環境的活水，滋養與豐饒臺灣這片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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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章註解 

                                                      

第一章 

1 仙草的說法，有道家文化傳統作依據，中國學者對靈芝的傳統文化已有相關研究，可

參考卯曉嵐(1999, 2001)；陳士瑜(1991b, 1991c, 1991d)；陳士瑜、陳啟武(2003)。 

2 以 2011 年的巿場規模來看，合併計算靈芝及樟芝，則巿場規模達 24 億，是銷量第一

名的商品(食品工業發展硏究所 2012)。 

3 行情亂見民生報(1988)；有毒見聯合報(1988)及聯合晚報(1992)；無效見聯合報(1993)

及民生報(1993)。另外也可以參考朱槿梵(2010)的討論。樟芝的討論見蘋果日報(2013a)。

就學術角度來看，樟芝並非靈芝，因為樟芝的學名為 Antrodia cinnamomea，為多孔菌

科薄孔菌屬的真菌，不屬於靈芝屬(Ganoderma)。因此，有些學者認為，更正確的中文

名稱應該為「牛樟菇」。牛樟菇被稱為「樟芝」，為臺灣特有種，因此臺灣學者委託中國

真菌分類學者昆明植物研究所臧穆教授協助鑑定，但卻因為鑑定標本因沾染靈芝孢子而

受污染，加上資訊不夠流通，互動只能靠書信往返，使得臧穆將該標本鑑定為臺灣產靈

芝屬的新品種，生長在牛樟上的真菌因此成為「牛樟芝」，巿價也因此水漲船高，更導

致後來牛樟樹被大量盜伐的非預期後果。牛樟芝的故事值得另文探討，由於牛樟芝是否

屬於靈芝，仍有爭議，因此在本論文當中，我選擇以學者公認為「靈芝」的「靈芝屬」

產品作為我的研究對象。關於分類學者命名牛樟芝的經過及發展，可參考蘇慶華(2013)

與吳聲華(不詳)的說明。 

4 自 2003 年起，經濟部工業局推動「保健機能性食品技術推廣與輔導計畫」，隸屬於「「挑

戰 2008，國家發展重點計畫－產業高值化」的政府發展計劃，舉辦研討會，投入樟芝

研究，見(李炎奇 2006)。至於工研院方面，截至 2014 年 2 月 7 日，已舉辦過九次「牛

樟菌種培養技術實務研習營」，講者歷來包括學者專家、產業人員、政府官員等，見經

濟日報(2013)。 

5 相關爭議見蘋果日報(2013b)及聯合晚報(2013)。 

6 研究也指出 1970 年代以前，靈芝由於栽培技術的限制，鮮少作為中藥處方(黃耀文 

2009)。 

7 「社會的」意指社會因素先行的社會決定論，認為自然因素僅僅是被決定的。但是就

像本論文的自然形式為紙本，紙本的形式也形塑了想法的溝通模式，使我們能夠以某種

近乎「獨白」的方式，陳述筆者的想法，這一點，就與兩人面對面互動溝通想法的模式

非常不同。因此，必須考慮人與物之間的聯結關係，探討人如何使用物，而物又如何反

過來影響人類活動，兩者之間的動態關係，是 Latour 所重視的，因此他稱這種想法為「循

環的」。 

8 「物的文化傳記」是對特殊的物品的描述，討論其在不同情境、不同用途的流動過程，

「物的社會歷史」討論物的一般性質，是長時期看待物的方式，文化生命史與社會歷史

是辨證的關係。他說：「物的社會歷史構造了較短時期內特殊的物的軌跡的形式、意義

與結構。…[而]物的文化傳記中存在的一些小小的變化經過一段時間，必然導致物的社

會歷史的變化」(Appadurai 2008:39-40)。 

doi:10.6342/NTU201601133



271 
 

                                                                                                                                                        

9 譬如對醫藥、武器與身體等買賣的禁止。 

10 上官筱慧(1972)在天之涯 英譯「白蛇傳」試唱紀實。聯合報，12 月 4 日。 

11 葉洪生指出，古代丹道家稱靈芝為「地元丹」，有助修仙，助人超凡入聖。但將千年

通靈肉芝，用在武俠小說中，使靈芝化身為小人出沒，則是武俠小說家趙煥亭(1877-1951)

的創舉，首出於《奇俠精忠傳》第三回，影響後世武俠小說甚深。見〈中國武俠小說史

論（上）〉，網址：http://www.knight.tku.edu.tw/knight/people/3461/yy00.htm 

12 國大代表于宇飛於臺中某公園發現某靈芝草，臺中巿長則主張該靈芝草為公有物，雙

方爭訟，最後還出動立委、國代、地院院長、地檢處檢察官等人物出面調解，最後于某

將該靈芝草呈獻蔣總統息訟。中央副刊投書者批評「發現靈芝草」，並且為靈芝草爭訟

是「有閒階級的高尚娛樂」，諷刺官員不食人間煙火；論者指出靈芝在臺灣並不稀奇，

不是「甚麼了不得的寶貝」。更有讀者以此事件批評靈芝並非「瑞草」及「仙草」：引發

爭訟非祥瑞，古往今來無效驗。他更引用歷史典故，批評官員為靈芝草的所有權這種「不

急之務」爭訟，他認為是全國上下應該要警惕的。見中央社，〈「靈芝訟」已園滿解決〉，

中央日報，1950 年 3 月 4 日；以及茹茵，〈靈芝草〉，中央日報，1950 年 3 月 7 日。海

音，〈臺灣靈芝不稀奇〉，中央日報，1950 年 3 月 8 日。 

13 中央社，〈靈芝草 豐原又發現〉，中央日報，1950 年 6 月 9 日。中央社，〈蛇部獲靈

芝草，呈獻孫總司令〉，1950 年 7 月 25 日。 

14 中央社，〈澎湖操場上發現靈芝草 將呈獻總統祝壽〉，1951 年 10 月 9 日。中央社，〈靈

芝並非稀寶物今日佈滿光復廳〉，1951 年 1 月 7 日。 

15 索引條目可見「靈芝」，但實際指涉為梅花衣屬的石耳，非今日靈芝屬真菌。 

16 1975 年，日本人從靈芝草提煉出多量的「鍺」元素，而鍺被認為是人蔘的有效成份，

因此，對於日本人來說，攝取「鍺」這類的有效成分，可以幫助他們對抗各種文明病（如

清血、尿毒症、糖尿、溼疹等等）。於是，日本人來臺採購中央山脈的靈芝，而臺灣也

陸續成立相關的貿易商與代理商。經濟部更於 1978 年，「決議增列靈芝一項為准許進出

口類」品項。見經濟日報(1977)中央山脈產靈芝草 曰人爭相在台採購，1 月 24 日。以

及臺灣省政府函(1978)中華民國六十七年九月二日六七府建五字第八一六六二號，臺灣

省政府公報第六十七年秋字第五十九期，頁 3。 

17 臺灣類似的例子是國家衛生研究院對於四物湯的科學研究，以雙盲實驗作為研究設計，

只為以科學方式驗證日常生活中一般人都知道的事實：四物湯可以緩解經痛(Yeh et al. 

2007)。然而，為了進行科學實驗，四物湯必須被標準化成為四物湯膠囊，失去了中醫

處方辯論論治的思維特色，對於中醫藥創新貢獻有限。 

18 「翻譯的科學」強調「科學」的概念，具有歷史偶然性，因社會團體的權力關係改變。

藉由反省對於「科學」的各種用法，賴立里指出科學不只是重視西方科技，中醫自身也

創造著「科學」的各種用法，企圖打造中醫作為另類的科學，譬如強調中醫是更優越的

科學，或者中醫與西醫分別具有不可通約性，以求建立中醫的正當性。 

19 杜聰明致力於漢藥的科學研究；顏焜熒開發出「中藥科學化」的物質載體（即今日

的「科學中藥」，或者「科學濃縮中藥」），並且使中藥製品走向標準化；許鴻源是新型

中藥的商品化推廣者，透過名醫駐診、宣傳活動、邀請醫界入廠參觀提高商品知名 

度，並且利用就任於衛生署藥政處處長之便，影響臺灣的中藥管理政策；制定了中藥基

準方，使得政府推動醫療保險時，為了方便管理，僅給付科學中藥，徹底改變臺灣中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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師處方及消費者習慣；同時他也利用「科學」名詞行銷新型中藥，使得他的產品不僅僅

是「濃縮中藥」，而是「科學中藥」。詳見余依婷與鄭惠文(2012)的討論。 
20 「科學技術基本法」第一條為「為確立政府推動科學技術發展之基本方針與原則，以

提升科學技術水準，持續經濟發展，加強生態保護，增進生活福祉，增強國家競爭力，

促進人類社會之永續發展，特制定本法。」 

21 但保健食品的發展與新藥開發的邏輯，可能會有所抵觸，而衍生企業內部的爭議。譬

如說，生技公司內容人員，新藥開發人員可能會認為保健食品人員炒短線，保健食品人

員則認為新藥開發人員沒有產出。至於中藥廠投資保健食品，則會有損害原先製藥廠專

業的疑慮，而在保健食品行銷上綁手綁腳。再者，保健食品的銷售，由於進入門檻低，

競爭者眾，其次，利潤可能都被通路商拿走，所以獲利有限，因此，對於業者來看，新

藥的開發與生產，是創造自身不可取代性的利基(曾瑞鈴 2010)。 

22 在 1999 年健康食品管理法正式施行以後，「健康食品」成為法定名詞，未經政府許可

者，不得以其作為商品標示。因此，產官學界為避免觸犯法律，故稱那些未經政府許可，

但被相信有一定功效的產品為「保健食品」。但就歷史過程以及常民理解來看，「健康食

品」這個概念有著豐富的意涵，也成為政府與產業相互爭奪定義權的重要概念（見第五

章的討論）。為求行文一致，故此節統一採用「健康食品」。 

23 營養主義(nutritionism)，又稱作營養化約論(nutritional reductionism)。 

24 保健食品(functional food)，或譯作機能性食品，兩者概念的區分非本文主題，為避免

讀者混淆，統一以「保健食品」行文。 

25 譬如熬夜、抽煙、喝酒、自慰都被認為是不健康的行為，因為不符合中產階級的生活

方式，也因此都成為醫療化的潛在對象。 

26世界衛生組織於 1948 年提出「健康是身體、精神與社會存在的完整狀態，而非僅指疾

病或衰弱的狀態」，Fitzgerald(1994)認為該說法是一種理想性的規範，若個人的身體、精

神與社會存在有所缺陷，那麼個人將被責備，無論是生病或者是死亡，都成為不正常的

現象(cf. Cheek 2008)。 

27 兩人的文章提出了一個很有趣的對比：「基改食品」與「保健食品」的對比，兩者都

是人工產品，但是消費者對前者避之唯恐不及，但後者消費者卻趨之若鶩。這個現象非

常有意思，在台灣也可以看到類似的情況，值得深究。 

28 兩人的文章提出了一個很有趣的對比：「基改食品」與「保健食品」的對比，兩者都

是人工產品，但是消費者對前者避之唯恐不及，但後者消費者卻趨之若鶩。這個現象非

常有意思，在台灣也可以看到類似的情況，值得深究。 

29 學者發現比起媒體廣告，人們更信任個人社交網絡與專家意見，作為他們評價保健食

品的依據(Holm 2003; Jauho and Niva 2013; Lupton 2005; Niva 2008)。國內學者的量化研

究也都分別指出媒體廣告不是影響保健食品消費的最重要因素，個人的保健食品消費受

到各種中介因素影響，包括參考團體、對中醫的認同傾向、教育、職業以及生命階段(呂

彥儒 2012；林珈芝 2011；唐宜鉅 2012)。 

30 林妙瓀(2003)指出民眾對於靈芝產品最為重視的是官方的健康食品認證，唯有未使用

過靈芝的消費者，才為將產品的價格視為最重要的，其次，消費者對於生物技術（菌種

改良以及萃取技術）於靈芝產品都持正面態度。張詠嘉(2009)主張消費者的主觀產品知

識會影響消費者的購買行為，口碑會影響消費者的購買意願，而對於產品的瞭解程度，

則會幫助消費者判斷口碑的真實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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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過往學者關注印象管理與傳銷活動的關係(周鄭州 1996)、傳銷文化的社會實在建構

過程(辜千祝 1996)、保健食品與身體論述分析(蔡佳憓 2007)皆未處理個別物質的社會

實作面向。 

32 本處提問靈感得益於吳偉立(2010)的分析，間接源頭則為 Burawoy《製造甘願》的書

名，見吳偉立(2010)及 Burawoy (2005)。 

33 譯文根據英文原文修正。 

34 他們指出藥物具有下列特性：(1)藥物是物質，可供作交換、也是具政治經濟價值的

資源，是希望的象徵；(2)藥物具有轉變的能力，不具轉變能力的藥不是藥；(3)藥物能符

合不同需求，能夠治病也可用來傷人；(4)藥物具有亦藥亦毒的雙重特性；(5)藥物能對身

體產生作用，也擁有轉變心情、情境與理解模式的功能(Whyte et al. 2002:6-7)。 

35 Mintz (2010)從世界體系視角分析蔗糖的經典著作，是本文的重要參考對象。 

36 本研究延續筆者碩士論文，研究設計部份參考安勤之(2008:19-24)。 

第二章 

1 林淑玲(1982)靈芝不是仙丹妙藥，別聽路邊小販亂叫。中國時報，12 月 11 日。 

2 中國時報(1983)藉詞栽種靈芝誘人入彀 虛設公司詐騙山胞，4 月 22 日。 

3 聯合報(1983)栽種靈芝太空包 不少農民被套牢，4 月 12 日。 

4 聯合報(1983)虛設靈芝公司 刊登廣告行騙，4 月 22 日。聯合報(1983)虛設靈芝公司 刊

登廣告行騙，4 月 22 日。關於太空包詐騙手法，也可參考蔡宗英(1983)消費者之聲 靈

芝夢。聯合報，5 月 16 日。 

5 根據美濃鎮農會人員表示，「種植靈芝，光種菌苗需先付苗商九萬元，每包卅五元，

價格過於昂貴，如同飼養福壽、洋鳥一樣，肥了『生意人』」，報導提醒農民勿任意種植

靈芝，以免生產過剩，出路無著，造成損失。1983 年，靈芝無人收購，估計光美濃鎮

內的損失就達二百萬元以上。見〈靈芝不是新興作物，農民勿任意種植〉，美濃月光山

雜誌，1982 年 10 月 19 日報導。以及〈盲目栽培靈芝，小心賠掉老本〉，美濃月光山雜

誌，1983 年 11 月 19 日報導。資料來源見台灣客家數位圖書館。

http://hakkalib.ncl.edu.tw/index.jsp。 

6 經濟日報(1983)生意機會，11 月 8 日。 

7 舉例來說，唐代醫者孫思邈《千金翼方》的「華陀雲母丸」的五十三味藥物中，應用

紫芝延年益壽，及北宋官方出版的《太平聖惠方》應用紫芝治虛勞不足；該書最後則列

出「神仙服靈芝輕身飛行法」，提出連續吃三十年靈芝，病可痊癒，且能飛行，則屬神

仙家之法，不是醫者採用的方法(黃耀文 2009: 22)。研究者考察歷代方書後指出「靈芝

很少運用於方劑之中，而且幾乎全是紫靈芝，用量通常不大。這呼應了靈芝產量稀少，

難以獲得的事實。有用到靈芝的方劑，治療功效則隨著時代的演變，漸漸退去『輕身不

老、延年神仙』的仙藥效果，只見到其補虛勞，療痔瘡的功效了。…中醫師與靈芝漸行

漸遠，靈芝雖然依舊在中藥的行列之中，卻早已邊緣化，在產量較多的地區成為民間用

藥」(黃耀文 2009: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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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該書索引條目可見「靈芝」，但實際指涉為梅花衣屬的石耳，非今日靈芝屬真菌。許

鴻源作為順天堂藥廠創辦人，也是留日藥學博士，不可能「漏列」臺灣出產的靈芝，因

此，可以合理推論，靈芝在 1970 年代並不被視為中藥使用。此外，靈芝指涉「石耳」，

相較於今日靈芝一般直接指涉「赤芝」，甚至主要以 Ganoderma Lucidum 或 Ganoderma 

Tsugae 兩種為代表，前後的指涉差異，反映了近四十年來，對於「靈芝」認識的歷史變

化，因此具備成為知識社會學之研究對象的條件。 

9 據行政院衛生署中醫藥委員會 94 年 4 月 6 日衛中會藥字第 0940004861 號函查告，靈

芝雖收載於本草綱目，惟罕為中醫師使用，久已未列為中藥材管理，進口時可免依輸入

規定代號「502」辦理，但仍應符合「B01」及「F02」規定。502 是中藥相關規定，B01

是檢疫規定，F02 則是食品規定。見經濟部國貿局網頁資料：

http://www.trade.gov.tw/App_Ashx/File.ashx?FilePath=../Files/PageFile/5ae71d5f-56ed-421
a-8062-71df61813356.doc。關於輸入規定說明，請參考

https://fbfh.trade.gov.tw/rich/text/fhj/asp/FHJP050Q.asp。 

10 關於道家丹道傳統脫離實物角度，以仙家觀點看待靈芝的描述，可參考 Lu, Di. (2014)

與蘆笛(2011)。 

11 葉洪生指出，古代丹道家稱靈芝為「地元丹」，有助修仙，助人超凡入聖。但將千年

通靈肉芝，用在武俠小說中，使靈芝化身為小人出沒，則是武俠小說家趙煥亭(1877-1951)

的創舉，首出於《奇俠精忠傳》第三回，影響後世武俠小說甚深。見〈中國武俠小說史

論（上）〉，網址：http://www.knight.tku.edu.tw/knight/people/3461/yy00.htm。「聖藥與

毒物」的說法，見中華民國僑務委員會「中華武俠文化網」，

http://edu.ocac.gov.tw/culture/chinese/cul_kungfu/c/5-4-5.htm。 

12 周紫音，時年廿三歲，屆臨畢業，卻患絕症（腸癌），愛人石紹駿卻不離不棄，跟她

在榮總外科病房舉行結婚典禮，傳為佳話。百人探望，畫家贈畫、校長贈送聖母像項鍊、

同學贈紫石花與祝福短箋，還有「斷了一隻手的『陌生人』，帶了親採靈芝，希望周紫

音遠離不幸」；中醫師與其他曾受病痛人士，提供偏方，青年學生給予祝福。新婚未十

日，周紫音逝世，徒留世人惋息。「斷臂陌生人奉贈靈芝」的報導，反映臺灣某些人視

靈芝為對抗「絕症」的希望；陌生人將「靈芝」當作禮物，突破陌生關係，反映臺灣社

會「好生之德」的倫理觀。鍾榮吉(1975)情天遺恨生死戀‧同命鴛鴦金玉盟 周紫音罹絕

症群醫束手‧石紹駿娶病妻此情不渝。聯合報，1 月 19 日。聯合報(1975)周紫音病勢依

舊 張其昀昨往探視 大家都表示深切同情 斷臂陌生人奉贈靈芝。1 月 21 日。從 1975

年 1 月 19 日到 2 月 1 日，聯合報、中央日報、中國時報以「周紫音」為名的報導就有

19 篇。在當年，不畏死亡，堅持愛情，使得她的故事得到關注。社會以資源聲援周紫

音抵抗癌症，最終不敵死亡。 

13 「十餘株萬年罕見靈芝，己陳列在民眾團體活動中心山海奇珍藝展會場令無數的觀眾

嘆為觀止。這十餘株萬年靈芝，最大的高約一尺，寬約兩尺，確屬難得一見，引起觀眾

們很大的興趣，稱讚不已。」見中國時報(1977)山海奇珍展萬年靈芝。7 月 7 日。 

14 早在 1937 年，京都大學農學部教授武見逸雄已投入靈芝栽培研究，發展出以菌接種

於木頭的人工栽培法，今日稱之為段木栽培法。但到直井幸雄，才使得人工栽培培育靈

芝的方法，得以普及(韓文彝 1988)。 

15 近畿大學東洋醫學研究所教授有地滋提到，對靈芝的現代科學研究，始於 1960 年代

以來的中國，於 1972 年，完成了穩定的人工栽培法，見有地滋(1992[19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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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每日新聞(1975)不老の妙薬霊芝展，1 月 10 日。每日新聞東京夕刊-6 頁-8 段目-夕刊。 

17 關於消費方式的轉變，直井幸雄描述的脈絡是「(1975 年)一月時在東京大丸展開第二

次靈芝展，以每日新聞社為後援而受到廣大好評，秩父宮妃殿下亦來參觀。二月時關西

電視在「嗨！星期五」當中放映靈芝，三月時運動‧日本，六月讀賣新聞都刊載了靈芝

照片的文章，這年秋天靈芝的消有地滋 1992   

18 淺井一彥，據說是日本的工學博士。但是經臺灣醫師亓允文查證，日本的博士名錄並

無此人，懷疑是有心人士為炒作有機鍺，而創作出來的人物，而其宣傳書籍，亦無實驗

根據（亓允文 2000b）。網路全文「揭開有機鍺的騙局」，見

http://blog.xuite.net/su10899/twblog/164516145-%E6%8F%AD%E9%96%8B%E6%9C%89%E
6%A9%9F%E9%8D%BA%E7%9A%84%E5%A4%A7%E9%A8%99%E5%B1%80 

19 後續研究證明，靈芝並不含高含量的鍺。在日本，「鍺」陸續發生中毒致死案例，有

機鍺風潮被學界及醫界視為騙局，見蘇正德(1992)與亓允文(2000a；2000b)。2000 年消

費者文教基金會舉辦「從有機鍺安全性看國內的健康食品管理」座談訴請有關單位管理，

但衛生署調查後認定有機鍺為食品，管理態度消極。見袁世珮(2000)服後病變致死，日

本有多起病例，療效不明衛署無法管。聯合報，12 月 7 日。學界報導則指出野生靈芝

的有機鍺含量不可能達 800 至 2000ppm，可能是定量方法導致的錯誤(姜宏哲等 1989)。 

20 經濟日報(1977)中央山脈產靈芝草，日人爭相在台採購，1 月 24 日。由於靈芝出口眾

多，經濟部國際貿易局公告增列 CCC0192-90 靈芝 Ling Chih 屬淮許進出口，於 1978 年 8

月 26 日起實施。見經濟部公報 10:18，頁 39-40。全文網址：

http://gaz.ncl.edu.tw/detail.jsp?sysid=E1278792 

21 有地滋所編纂的靈芝專書包括《「霊芝で病気にならない》(1981)、《新発見−驚異の

健康法“霊芝（漢方）”で病気にならない : 突然死、血管障害、アレルギ−、もう恐

くない》(1981)、《霊芝で守る健康法 : 成人病と霊芝》(1982)、《漢方診療革命 : 現代

医療の限界に挑戦する「東西医学」》(1984)等著作，詳細書目見日本國會圖書館，網址：

http://iss.ndl.go.jp/。 

22  莊雅涵(2009)提到，由於外銷貿易障礙（歐洲共同巿場對台灣洋菇罐頭實施總量管

制，以及美國提高洋菇關稅，加上中國大陸及東南亞國家的低價傾銷），與生產成本提

高（國內原料及人工成本提高），使得曾經打造臺灣作為「洋菇王國」的洋菇業者必須

謀求轉型之路。農民尋求發展，使得菇類產業逐漸多樣化，發展出杏鮑菇、秀珍菇、靈

芝、樟芝、巴西蘑菇、鴻喜菇等等。 

23 值得一提的是，臺灣的中藥科學化的研究，受到杜聰明的漢藥研究的影響，杜聰明則

受日本漢方復興運動影響。換言之，當代臺灣科學界投入中藥（漢藥）研究，有日本殖

民時代淵源。1902 年(明治 35 年)，臺灣醫學會發行〈臺灣醫學會雜誌〉，為殖民時期臺

灣地區最高的權威醫學雜誌。杜聰明曾於 1943 年擔任臺灣醫學會的會長，該刊物也曾

刊載杜聰明的八角蓮根，及與邱賢添合作的木瓜葉的有效成份研究。杜聰明受朝比奈泰

彥的影響，以實驗藥理學分析漢藥藥理，前述研究可視為相關成果(林佳潔 2003； 胡

展榕 2012)。杜聰明隨後創辦高雄醫學院，而 1979 年高醫的劉耀輝與林貴香發表靈芝

的成份研究，兩者關係耐人尋味。杜聰明以鴉片研究知名，而其蛇毒研究造就了臺灣一

代學人，中藥研究沉寂近五十年。但是杜聰明的中藥研究，以類似隔代遺傳方式，發揚

光大。李鎮源與王光燦等第二代學者，承繼了杜聰明的蛇毒研究，前者影響了鄧哲明教

授投入「中藥科學化」研究(楊玉齡、羅時成 1996)；王光燦影響研究靈芝三萜類的榮總

蕭明熙教授。因此，臺灣的科學研究有其日本淵源，早先從事雞母珠研究，後來從事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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芝研究的董大成教授也不例外。 

24 1969 年，經濟日報曾報導此研究發現，指出千原吳郎博士發現鮮香菇提取物中，有

兩種「多糖體」（現寫作「多醣體」），可製出抗癌藥劑，但由於成本太高，因此考慮進

一步研究其他植物中提取的可能性。經濟日報(1969)從鮮香菇中提煉精華。4 月 9 日。 

25 關於杜聰明的中藥研究，舉例如下：杜聰明(1933)八角蓮根有效成分ノ藥物學的研究，

臺灣醫學會雜誌(340)；杜聰明與邱賢添(1935)木瓜葉有効成分カルパイン」ノ「アメ－

バ赤痢患者六例ニ就ケル實驗治療，臺灣醫學會雜誌(369)。 

26 民生報(1979)千年露芝山林奇葩。2 月 20 日。 

27董大成(1916~2008)關注酵素、營養、癌症及毒物研究，1980 年創立中華民國癌症醫學

會，1983 年於台大退休，並擔任台北醫學院第四任院長，2008 年過世。董大成是臺灣

癌症醫學與營養學發展的重要人物，詳見梁妃儀、蔡篤堅(2009)的討論。 

28 董大成投入抗癌研究，受師承與家庭因素的影響。就師承來說，生化學者廣畑龍造教

授是董大成的老師，他關注營養問題，廣泛分析各種植物的蛋白質（如瓜子、皇帝豆）

及其營養，並且關注地方疾病（如甲狀腺腫），從事原住民糧食營養調查（王敏東 2011）

在日本廣畑教授的指導下，董大成參與陳鴻水的研究，並且後來發表了著名的雞母珠研

究，分離出雞母珠的毒性蛋白，研究能力獲得世界肯定。隨後，他關注糧食問題，投入

研究富貴豆及糙米，使民眾能夠獲得充足營養。從本土素材尋找題目成為董大成的研究

特色（梁妃儀、蔡篤堅 2009）。 

1960 年代，董大成關注營養與癌症問題，發表數篇研究報告，討論黃麴毒素與肝癌的

關係、維他命 B2、酪黃素與肝癌之相關性的研究（黃伯超 2008；梁妃儀、蔡篤堅 2009） 

1966 年，董大成的父親因癌症過世，因此更投入癌症研究。1960 年末，他與林榮耀合

作純化雞母珠的毒性蛋白，應用於抗癌。隨後與婦產科醫師徐千田合作，對子宮頸癌手

術後的患者進行臨床試驗，並於 1979 年宣布已研發出雞母珠蛋白抗癌疫苗，但國內當

時未有人體試驗法規，政府鑑於雞母珠的毒性，要求董大成不得宣稱雞母珠的療效，董

大成的藥物開發之路受挫，但他仍持關注癌症研究，於 1980 年號召醫界、學界人士，

成立「中華民國癌症醫學會」，後來董大成被人稱為「臺灣抗癌之父」。1981 年，董大

成應邀擔任北醫董事，1983 年，因為私立學校法等法令的限制，董大成辭去臺大職務，

成為台北醫學院院長。接掌北醫後，董大成加強中藥研究，成立「中藥醫學研究中心」。

北醫擁有漢方生藥學研究的人材（顏焜熒與翁玲玲等），陸續在 1984 年及 1985 年間，

發表黃連解毒湯與慢性肝炎、川芎與降血壓治心絞痛、當歸龍薈丸與肝炎、龍膽瀉肝湯

與保肝等等研究，董大成也持續釐清雞母珠抗癌機制。 

29 但董大成的知名度，被業者濫用為產品背書，也使他感到不滿。 

30 民生報(1982)靈芝確能抑制癌。2 月 6 日。 

31 陽明大學社區醫學研究中心主任周碧瑟指出「台灣地區癌症的死亡統計，在 1961年

以前，癌症占十大死因的第七或第八位，但從 1964 年起躍昇為第二位，到 1982年起，

則穩居十大死因之首位，以迄於今」(周碧瑟 2015:144)。 

32 民生報(1981)華視「大櫥窗」今介紹靈芝草，8 月 16 日。 

33 千年精英的說法，挪用了「武俠小說」的「千年靈芝」的說法，營造出靈芝的神秘特

性。民生報(1982)靈芝‧已不再神秘‧花農把它當成花卉出售，11 月 1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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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姚俊志(1982)靈芝古今身價天壤之別。聯合報地方版，3 月 8 日。台中訊(1982)誇大靈

芝治病效能，衛處指示加強取締。聯合報地方版，5 月 4 日。 

35 翁玉華(1982)切勿神化了露芝（按：原文如此）。民生報，6 月 3 日。 

36見國家圖書館數位影音服務系統，「董大成談靈芝」，網址：

http://dava.ncl.edu.tw/MetadataInfo.aspx?funtype=0&id=161597 

37 新竹訊(1982)靈芝可治百病？行情節節看漲！聯合報地方版，9 月 14 日。另外，關於

台灣的靈芝流行熱潮與日本的靈芝熱潮相關，時間稍遲，間接的證據可參考郭仲志(1982)

台東山胞熱門副業，崇山峻嶺採擷靈芝，聯合報地方版，9 月 22 日。 

38 聯合報(1982)靈芝靈不靈芝 實驗小白鼠 並無抗癌力。10 月 28 日。 

39 該雜誌創辦於 1976 年，邀請國內醫師、護理師、藥師、營養師、心理學家撰文，提

供各種醫學知識給大眾。 

40 性意識是很別扭的譯法，然而我目前也想不到更好的詞，估且採取中國譯者尚衡的譯

法。Sexuality 指的是對於 sex 的某種認識、某種言說、某種理解之屬性，因此並非性本

身(sex)，而有較多文化面的意涵。因此，仿效傅柯的作法，我在這裡談的是不同社會團

體關於療效的論述，而非在一特定專業（如醫療）裡對於療效與否的判斷。 

41 見〈盲目栽培靈芝，小心賠掉老本〉，美濃月光山雜誌，1983 年 11 月 19 日報導。資

料來源見台灣客家數位圖書館。http://hakkalib.ncl.edu.tw/index.jsp。 

42 民生報，1982，靈芝可能促進膽固醇合成 高血壓心臟病人並不適用，7 月 15 日。 

43 「台北醫學院生化科教授董一致指出，研究顯示，大白鼠長期服用靈芝後，血糖、膽

固醇、肝臟功能、腎臟功能等生理現象，都有明顯改善。出人意料的是，靈芝一向相傳

有神奇的降血壓效果，但在這項研究中，卻使得正常大白鼠成為高血壓的『患者』。」

見民生報，1983，靈芝不是治百病的靈藥，11 月 11 日。 

44 《環境科學大辭典》(2002)指出「菌絲體」是指「組成真菌主體的許多菌絲的集合體。

菌絲是大多數真菌的基本單元，是一種呈分枝狀的單倍絲狀體，它是一種管狀結構，由

一個細胞的細胞壁以及其內的細胞質和液泡構成」。而「真菌」是指「一群異營性，不

會進行光合作用之微生物。分解死亡的或活的有機體以吸收營養，細胞由幾丁質所構成

的細胞壁被覆。多數真菌由菌絲形成菌絲體構成其體型（酵母菌為單細胞者例外），並

可由菌絲產生孢子以完成有性或無性繁殖」，如酵母菌或菇類，都是真菌的一種。 

見國家教育研究院「雙語詞彙、學術名詞暨辭書資訊網」，網址：http://terms.naer.edu.tw/ 

45 民生報，1984，野生靈芝能抗癌，人工培養品一樣管用，12 月 3 日。 

46 聯合報，1986，靈芝抗癌有療效，初步試驗提實證， 

47 民生報，1986，靈芝確能「強身」，4 月 8 日。 

48 「陽明醫學院藥理學科教授陳介甫指出，初步證實靈芝能夠抑制癌，研究人員將進一

步從中提煉出靈芝的多糖體和多胺基酸，以確定其有效成份。陳介甫說，人工培養的靈

芝和野生靈芝的最大差別在，前者成份可以肯定，品質也可適度控制，比起野生的靈芝

依其附生的植物不同、成份也不同，穩定性要高出很多，在實驗中也較容易掌握。這項

研究是以麥芽糖萃取液的方法做人工培養，培養條件十分簡單。」民生報，＜野生靈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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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抗癌 人工培養品一樣管用＞，1984 年 12 月 3 日 

49 子實體即真菌類的菇體，子實體與菌絲體是指真菌類生長的不同階段的形態。以靈芝

為例，臺大農化系許瑞祥教授指出，靈芝的生長分為三個階段：孢子、菌絲體與子實體。

孢子具繁衍後代功能，遇合適環境則發芽，長成菌絲體。菌絲體成熟遇不同性別菌絲體，

交配產生具「繁殖能力」的雙核菌絲體，大量的雙核菌絲體最後會生成菇體，也就是子

實體，並再形成孢子，重新繁衍下一代(吳亭瑤 2004b)。 

50 在此，以國家圖書館的「臺灣書目整合查詢系統」為分析對象，因其「書目量及資料

類型居臺灣之冠，包括本館之 NBINet聯合目錄、博碩士論文、期刊文獻等 50餘種圖書

館資源，書目量超過 1,578萬筆紀錄」（見系統簡介）。以「靈芝」作為關鍵字，搜尋

1970 至 1983 年間的資料，刪除不相關的文獻（如作者名為周靈芝、黃靈芝之類的文獻），

共得到 91 筆書目，再合併重複出現書目，而得此表。由於篇幅過大，故列於附錄，以

維持版面閱讀感受。 

51 資訊與通信術語辭典指出，鍺是化學元素，是一種半導體，用於一些電晶體、二極體

太陽電池，但在大多數應用上被矽取代了，原子序數為 32。一般用於醫療用途的，是

有機鍺，通常是指在「1967 年由淺井一彥人工所合成的水溶性有機鍺化合物 Ge132

［Bis-β-carboxyethyl germanium sesquioxide,（GeCH2CH2COOH）2O3］，在藥理研究上對

於某些病態的實驗動物會有促進生理正常化的作用」，但是業者在推銷產品時，並不會

刻意區分鍺與有機鍺的差異，因此本章多見混合用法。資料來源：許瑞祥(2010b)與國家

教育研究院「雙語詞彙、學術名詞暨辭書資訊網」，網址：http://terms.naer.edu.tw/ 

52 秋實(1981)延年神仙草，自己家中栽。聯合報，2 月 11 日。 

53 王嘉琦(1982) 靈芝可能促進膽固醇合成 高血壓心臟病人並不適用。民生報，7 月 15

日。 

54 報導提及「該公司備有各種靈芝詳細資料供各界參考」，經查「臺灣書目整合查詢系

統」，整理出此段討論。報導見經濟日報(1984)多元供銷天然花粉 良導絡製靈芝食品，

11 月 3 日。 

55 從這個角度來看，前文提到使用野生靈芝的好手，諸如陳進東醫師、廖五常國術師、

蔡吉雄中醫師，都是累積了大量經驗的專家，但是他們本身就處於醫病關係中的某個位

置，使得他們使用靈芝，只是將其視為「治病」手段。但是此處談的銷售商，他們反而

是以「治病」為手段，銷售為目的，因此在商業利益主導的情況底下，假造療效宣稱也

是有可能的。關於此處的矛盾關係，將會開展成未來「學術」與「傳銷」的對立科學論

述。 

56 1991 年，日本厚生省在「健康增進法」中的「特別用途食品」增列了「特定保健用

食品」(foods for specific health uses, FOSHU)，明確將「保健用途的標示內容」著明於食

品包裝容器，也就是機能性食品的制度化、法條化。其定義是：「在日常飲食生活中對

於因特定保健目的而食用者，依據攝食後能達到保健目的之食品。」而在制度上，屬於

食品而非藥品，因此不能強調療效(吳博聖 2006)。 

57 日本健康食品協會於 1986 年完成健康食品規格基準案。見民生報(1986)健康食品管

理 一片空白。6 月 30 日。民生報(1986)規範健康食品 日已訂出基準。7 月 30 日。 

58台北訊(1984)遏阻不良藥品減少文明病 推廣健康食品當更有益，民生報。11 月 21 日。 

59 「(1)令人羨慕的自然野生生命力－－綠藻、枸杞、蘆薈、草藥、香辛料。(2)宮廷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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藥－人參、中國茶、靈芝、大蒜，自古相傳為強健長壽祕藥。(3)日本民同流傳香菇、

綠茶和梅乾為健康食物。(4)峰蜜、花粉、峰王漿甚具營養，並有治病效果。(5)糙果、

胚芽米、大麥、薏仁米是不可或缺的健康食品。(6)調味料、果實醋、低鹽醬油可增美

味助消化。(7)豆腐、豆漿、大豆磷脂已成為日本健康食品的冠軍。(8)鰻、牡蠣、貝蜆、

甲魚肉、蛇肉營養價值高。(9)牛乳、醱酵乳、乳酪等是全世界最值得感謝的健康食物。

(10)維他命 E、和 C以及胚芽油。(11)紅花子油、棉實油、葵花籽油、胡麻油、米油和

玉米油等。(12)蔬菜、水果可以大量填飽肚子，以減少熱量吸收達到減肥目的。(13)低

糖度、低熱量和低鹽度的產品可減少文明病。(14)泡菜有助腸內許多毒性物質的無毒化

分解。(15)小魚乾、牛乳含有鈣質是人體不可或缺的食品。」出處同上。 

60 「臺灣期刊論文索引系統」查詢統計而多，因篇目眾多，故此處略去書目，以免妨礙

閱讀，讀者有興趣可自行查閱，關鍵字為「靈芝」與「明通」，不限欄位，時間限定為

1981 年 1 月到 1985 年 12 月間。 

61 蔡吉雄醫師後成為台灣知名靈芝收藏家，著有專書，收錄與靈芝相關論述〈瘀血證用

靈芝配方之治驗〉、〈神奇的靈芝〉、〈赤靈芝的藥效與應用〉、〈靈芝與七葉一枝花〉、〈野

生靈芝與中草藥對肝炎的效用〉等文，見蔡吉雄 (2009) 蔡吉雄醫案及諸羅本草治驗錄。

台北：知音出版社。2007 年，台中國立自然科學博物館舉辦「吉祥如意－靈芝篇」民

間蒐藏特展，向蔡吉雄借出七十份二十二種靈芝和藥用菇類，足見蔡吉雄之地位，見郝

雪卿(2007)科博館吉祥如意靈芝篇民間蒐藏特展 今登場，中央通訊社，5 月 24 日。 

62 民生報(1983)改善癌症病人體質，靈芝可輔助治療，8 月 22 日。 

63 荻宜(1980)太祖拳好手廖五常。聯合報，12 月 25 日。曹銘宗(1993)武林高手隱居華西

街。聯合報，3 月 13 日。 

64 在筆者搜集到的資料中，潘桂娟與樊正倫詳盡考察了日本漢方歷史，故以其為底本撰

文。 

65 日本醫學評論家林一夫在評論靈芝的科學研究時提到「不僅是靈芝，凡是生藥，研究

過程和西藥幾乎相反。西藥方面，大部分是先尋找有效成分，其次，再經過分析、構造

決定、製劑、基礎實驗、臨床實驗的階段。但是生藥方面，則以人體實驗領先，然後再

抽出萃取物，繼而生產製劑，之後，生藥成分的分析或基礎研究再隨後跟進，甚至可以

說到了最近才開始」（有地滋、林一夫 1991[1985]: 42）。 

66 西醫湯本求真原名湯本四郎右衛門，受和田啟十郎影響，按啟十郎之名「子真」，改

自己的名字為「求真」(潘桂娟與樊正倫 1994:306)。 

67 包括東洋和漢醫學研究會、東洋醫道會、皇漢醫道會、東洋古醫學研究會、日本漢方

醫學會、日本醫學研究會、東亞醫學協會、千葉大學東洋醫學研究會、近畿漢法醫學會、

近畿漢方醫學會與日本漢方藥劑師會。 

68 由當時台北大稻埕最大藥種批發商乾元行陳茂通出任部長；當時杜聰明也與啟源發生

著名的「設立漢醫醫院」之論戰，但是杜聰明認為「漢醫學」的價值應該由「科學」定

位，所謂科學，則由臨床上有無實效決定，即著名的「實驗治療學」，中西醫一元化是

杜聰明的終生目標。杜聰明後來以蛇毒、鴉片與中藥作為其實驗室研究主題，蛇毒研究

培育出李鎮源等國際知名學者，中藥研究沉寂；直到 1993 年鄧哲明教授出國考察，瞭

解日本人的漢方研究成果，後向總統府報告「中藥科學化研究與新藥開發之對策」，中

藥科學化的議題才重獲當局重視，但研究動機與方法已與杜聰明提倡生藥實驗時不同。

見鄧哲明(1993)；楊玉齡、羅時成(1996)；鄧哲明、柯逢年(2000)；林佳潔(2003)；雷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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麟(2010)；楊倍昌(2011)；劉士永(2013)。 

69 然而，漢醫仍未恢復合法地位。醫師乃是指受西醫訓練的醫師，而漢方醫學的復興，

並不是建立由傳統漢醫以其陰陽五行學說導致，而是建立在具現代醫師身份的領導者們，

透過民間自學、師徒相授、民間漢醫講習、廣播電視講座重新發展起來的(見潘桂娟與

樊正倫 1994:668-669)。換言之，漢方醫學的復興，並未獲得教考用的制度化保障，而

是民間的廣泛興趣導致。 

70 邱顯明(1982)延年仙藥 靈芝。聯合報，7 月 2 日。 

71 田財德(1983)三位青年 初步突破 靈芝菌種 培育成功。聯合報地方版，3 月 3 日。 

72 他也提到，採收的時機、靈芝的品系（種類）不同，藥效不一，因此也不是每種靈芝

都適合食用。更有趣的是，他批評中醫界以傷寒論及金匱要略為主流，忽略了佛道神仙

家為主流的「本草經」，使得作為神仙藥的靈芝被忽略了(林天才 1981)。 

台灣新生報資料查詢（頁 32）另見林國園際股份有限公司網頁「台灣蕈菌之父」簡介

中「林天財總裁在終身成就獎時演講全文」，網址：http://www.lin-yuan.com.tw/lz2/。上

網時間：2015 年 2 月 6 日。 

73 中央社(1980)旅美學人米明琳嘗試培植靈芝製成大眾飲料。中央日報，12 月 29 日。

有趣的是，他對靈芝有效成份的理解，不同於日本人從「鍺」的角度來理解靈芝，而是

指出靈芝含有「維生素乙及丁；蛋白質和礦物質等；因此，由靈芝製成的飲料，如經常

服用，可有治療神經虛弱、失眠、消化不良、老年慢性氣管炎等效果，也有可降低膽固

醇的作用。」特別強調膽固醇，顯然是美國脈絡下產生的影響，對比於日本對「鍺」與

清血栓功能的強調，突顯出物之用途隨社會脈絡而異。 

74 聯合報(1970)中藥抗癌研究 決作全面推展，6 月 8 日。 

75 聯合報(1971)抑制人體癌細胞 初步治療獲成效，10 月 8 日。聯合報(1971)抗癌迄無萬

應靈藥 醫界正在試驗摸索，10 月 14 日。 

76 聯合報(1971)抗癌新藥無法律保障，抗癌研究遭嚇阻力量。10 月 12 日。 

77 董大成長期向衛生署爭取核可進行人體實驗，始終未獲許可。1994 年 6 月，董大成

與長庚醫院合作私自進行人體試驗，引發衛生署關注，也成為眾人議題。見徐梅屏(1977)

董大成教授向衛署申請 引用雞母珠毒蛋白 在人體上實驗抗癌。中央日報，5 月 29 日。

以及林進修(1994)熱線追蹤－從「董大成雞母珠抗癌試驗」看人體試驗。安全第一，療

效其次，人體試驗應嚴守關卡。民生報，6 月 23 日。 

78 唐經瀾(1973)雞母珠蓖麻子毒蛋白 對白血病有剋制作用。聯合報，4 月 10 日。李師

鄭(1983)可破壞癌細胞也可增加免疫力 雞母珠毒蛋白有雙重抗癌效果。民生報，3 月 18

日。 

79 李師鄭(1981)台灣醫學會專題報導，動物實驗證實，生大蒜具抗癌作用。民生報，11

月 2 日。 

80 民生報(1981)綠藻紫藻是健康食品？實驗發現確能降膽固醇。10 月 29 日。 

81 民生報(1982)現代人不該吃得太精緻 食物可增加抗癌免疫力 已知香菇靈芝等菇類

就具有這種「異稟」。4 月 14 日。 

82 翁玉華(1980)雞母珠凝集素尚非靈丹妙藥 應用臨床還有一段距離。民生報，7月 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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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3 報導中提到，台大生化研究所已初步鑑定出有效成分的中藥，包括白花蛇舌草、破布

子樹皮與蘆薈。見翁玉華(1982)台大正積極整理民間抗癌中藥 以科學方法研究中國傳統

醫學。民生報，10 月 28 日。 

84 同上。 

85 林靜靜(1982)研究成果被盜用 教授不甘再緘默，聯合報。1 月 4 日。 

第三章 

1 本章靈芝大事紀列於文末附錄一供讀者參考。 

2 在強人家長的政策形態底下，李國鼎具有一言九鼎的影響力，影響國內科技政策走向

甚鉅(林崇熙 1989)。當時與會人員包括「郭昭泉（衛生署）、徐孝思（中華靈芝行）、劉

剛劍（國防醫學院）、蘇慶華（台北醫學院）、曾聰徹（中研院植物研究所）、陳瑞青（台

大植物系）、王西華（台大農化系）、沈雅敬（台大藥學系）、甘偉松（中國醫學院藥學

系）、李旭生（陽明醫學院生化科所）、蔡宗統（中國醫學院生理學科）、林拓南（台糖

公司）、嚴始新（聯貿公司）、林天才（林養菌園）、張桂越（華視新聞雜誌）」(華視出

版社編輯部 1987:10)。 

3 李國鼎提到「[當年]種洋菇使農民賺許多錢，如將農業方面選出值得推廣的靈芝優良

品種，分送農民，像當年種植洋菇一樣，可增加農民收入。由我經由兩位教授[陽明醫

學院李旭生教授及陳介甫教授]處獲得了解，崔玖教授想到如何有系統的去做，希望在

研究方面，從中醫角度，從基礎醫學，作各種試驗，最後到臨床試驗。最近在教育部開

會，討論到中醫研究小組有從這方面做的報告，找到適當科學根據，可以有系統的推廣」

(華視出版社編輯部 1987:10)。 

  林崇熙指出李國鼎心目中的科技，「只是應用性的研究發展（即應用科學、發展和工

程設計方面）和技術移轉之推廣」。他認為李國鼎著重「技術」應用，而非基礎科學研

究，科學被視為促進經濟發展的工具(林崇熙 1989:103-108)。 

4 1987 年 11 月 11 日，華視新聞雜誌報導了一般人對於靈芝的兩極看法：懷疑或相信(華

視出版社編輯部 1987:27-29)。有人說「[銷售商]講的跟仙丹一樣，那還要藥房幹什麼？」

或者說「我覺得很奇怪，這個好像是武俠小說上面的靈芝，怎麼會在現代社會中出現？

所以我覺得非常的懷疑，很排斥。」但相信的一方以己身試藥的體驗，意外發現靈芝減

輕或治好了困擾他們的疾病，但他們也提到治療過程中，有拉肚子、想睡覺或者頭痛的

現象，但銷售商跟他們說，那叫作「瞑眩反應」。雜誌報導說「所謂『瞑眩反應』，可以

說它是服食靈芝後的正常現象，但也可以成為直銷者的一個藉口。每個人的體質不同，

反應也不一，誰來擔保反應不會惡化？」(ibid.:29)正如華視新聞雜誌評論，瞑眩反應之

說，模糊了好轉與惡化的判定，使人們難以判定服用靈芝好壞。 

5 林榮耀於 1960 年於台大生化所取得碩士學位，受董大成影響頗深，1970 年代聽聞靈

芝對身體的好處，以菇蕈類植物作為研究對象。1984 年至 1991 年間，擔任國科會生物

處處長。1996 年成為中央研究院院士。在 1988 年臺視對該會議參與者的訪問中，林榮

耀提到「美國、韓國、日本、印度，都有這個報告，最近跟我們類似的的報告出來了。

對於癌症、高血壓、糖尿病等等，動物實驗上真的有效，能抑制動物癌細胞的生長，這

已經確實，而且發現多醣體。」見臺視電視公司(1988)靈芝可抑止癌細胞研究，1 月 8

日。網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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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dava.ncl.edu.tw/MetadataInfo.aspx?funtype=0&id=634631&PlayType=1&BLID=56726
4 

6 當時這場研討會的重要相關人物，還包括李國鼎的幕僚秘書陸之琳，以及台大農化系

教授王西華，前者是管轄臺灣菇類的重要官員，後者則是臺灣菇類研究的代表學者。王

西華教授與董大成教授邀請了眾多學者，共同參與此場盛會，國家專家探討靈芝的「生

物特性及分類、活性成分分析、藥理、藥效、環境評估和栽培」等不同面向，與會發表

人包括許瑞祥、蘇慶華、姜宏哲、曾聰徹、李旭生、鄭惠華、蕭明熙、翁舷誌、劉國柱、

翁玲玲、王西華等學者，後來皆為臺灣靈芝學術發展的重要人物(文彝 1988:32-51)。 

7 許瑞祥教授提供。見靈芝新聞網「歷屆靈芝研討會照片回顧 1987~2015」，網址：

http://www.ganodermanews.com/ 

8 國科會生物處於 1987 年 11 月 30 日召開規劃會議，決議分成五個研究小組，投入靈

芝研究（成員及計劃名稱見附錄二）。 

9 他自己於 1991 年罹患膀胱癌，經手術治療，後以米糠水培養的靈芝液（靈糠液）自

行調養，也出書教導民眾自行製作抵抗癌症，靈糠液後來成為健康食品上巿(董大成 

1998; 梁妃儀、蔡篤堅 2009; 鄭居元 2009)。 

10 李旭生的科學研究及相關影響，見附錄三。他推動靈芝論述，促使科學普及化，被靈

芝業界視為靈芝多醣研究的推手(吳亭瑤 2006:13)。他編校出版《靈芝與健康》一書(李

旭生 1987)，底本為日本《醫學健康讀本：使用靈芝增進健康》(漢方医薬新聞編集部 1983)

一書。10他於《靈芝與健康》，附上他自己的〈靈芝菌絲體抗腫瘤有效成分之研究〉(李

旭生等 1984)的論文摘要，並於導言中提到靈芝的有效成分為高分子多醣體以及有機鍺，

並自我引用民生報的上述四則報導，也收錄這些報導於該雜誌「靈芝的神妙」一文之中；

最後，文末附上李旭生 1984 年的英文論文全文，是該書唯一的臺灣學術論文。該書也

節譯了日本近畿大學醫學研究所有地滋教授研究團隊所發表的五篇靈芝研究論文（靈芝

的降血壓作用、臨床應用、對高脂血症的應用、對播種性血管凝固的作用、對糖代謝的

作用）。其他部份則是日本人的靈芝體驗、癌症療效評論、人工栽培、靈芝的栽培、生

產、銷售、業界與學術界的資訊。 

《靈芝與健康》一書封底，為「中華民國健康食品協會」成立的報導，加入該協會的會

員以銷售、製造靈芝的業者居多，而該雜誌的發行人正是該協會理事長楊世益。此外，

頁末附上發表李旭生等人的科學研究（李旭生等 1984）英文全文，作為靈芝抗癌的學

術證據。因此，我認為《靈芝與健康》在當時可能是銷售人員的輔銷手冊，應將李旭生

視為為靈芝業者捉刀的文案寫手(李旭生 1989)。中華民國健康食品協會相關報導，見陳

建發(1989)為靈芝訂定國家標準 業者今辦公聽會催生。經濟日報，10 月 15 日。 

11 李旭生指出合併使用靈芝與蘆薈及抗癌藥物，治療肌肉纖維瘤的老鼠，能提高藥物的

效價；雲南白藥及靈芝，都能使老鼠的消化性潰瘍的傷口癒合；靈芝萃取液能夠抑制鼻

咽癌和腦膜瘤細胞生長的功能，療效比日本抗癌藥物 PSK 高出三倍；靈芝可以抗血栓。

這些全部發表於民生報，且報導指出經李旭生研究，或經科學證實，然而，當筆者搜尋

「臺灣期刊論文索引系統」以及 Pubmed 資料庫，卻沒發現相關的資料佐證，或許當時

這些研究資料未經發表，因此相關的科學論文難以搜尋；其次，這些報導皆未附上記者

姓名，皆以「本報訊」署名。 

見民生報(1987)靈芝、蘆薈合併藥物抗癌。2 月 4 日。民生報(1987)加速消化性遺瘍傷口

癒合。2 月 4 日。民生報(1987)靈芝抑制癌細胞生長 實驗證明比 PSK 有效。6 月 22 日。

民生報(1987)靈芝具有抗血栓效果。10 月 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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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證據一：李旭生於1984年至2005年間，全職擔任陽明大學生化學科暨生化所副教授，

未升等為教授，表示學術發表可能非他的主要關懷。證據二：以「李旭生」為關鍵字，

在「臺灣書目整合查詢系統」搜尋 1980 年至 1990 年間李旭生的著作，除了 1984 年與

其他人合寫的〈靈芝菌絲體萃取物之抗腫瘤效應〉與 1985 年〈人工培養之靈芝對 C3H

小鼠纖維肉瘤肝臟轉移之影響〉兩篇學術著作外，其他皆為科普通俗著作，如前述提及

的《靈芝與健康》雜誌，以及《科學的靈芝》，還有發表在科學月刊上的〈靈芝能抗腫

瘤嗎？〉一文。值得一提的是，在〈靈芝能抗腫瘤嗎？〉一文當中，李旭生引用了發表

在《中華民國癌症醫學會雜誌》的兩篇文章〈靈芝菌絲體抗腫瘤有效成分之分離與性質

之研究〉(1986)以及〈細胞培養分析法探討靈芝抗癌成分及作用之研究〉(1987)，然而，

事實上該雜誌並無收錄此兩篇文章，不知道這兩篇文章從何而來，但據此已足以質疑李

旭生的學術公信力。見李旭生 (1989) 靈芝能抗腫瘤嗎?。科學月刊 20 卷 6 期總號 234: 

頁 427-432。 

13 該公司於 1987 年 6 月成立；關於商品研製流程，見益康公司官網，

http://ghf.com.tw/?page_id=9。 

14 關於靈芝粉末的生產，見附錄三。 

15 台中訊(1988)益康天然靈芝純度高易吸收。經濟日報，11 月 4 日。以及台北訊(1988)

益康供天然靈芝 濃縮提煉純度高。經濟日報，8 月 27 日。 

16 徐黛屏(1989)人與事 李旭生研究靈芝有心得。經濟日報，2 月 17 日。 

17 版本資訊，見臺灣書目整合查詢系統，

http://metadata.ncl.edu.tw/blstkmc/blstkm#tudorkmtop。 
18 聯合報(1987)綜藝日記，11 月 11 日。聯合報(1987)綜藝日記，11 月 25 日。聯合報(1988)

電視新節目，3 月 16 日。聯合報(1988)電視新節目，8 月 10 日。 

19 徐梅屏(1983)國建會話題 研究成果須落實於工業界 工業升級才不致流於空談。聯合

報，7 月 20 日。 

20 當時採用直銷方法銷售的產品，從 1980 年代早期的家庭清潔用品，擴展為圖書、健

康食品、家電產品；1987 年又有家電廠商、成衣廠商、進口馬黛茶業者，加入直銷行

列。見經濟日報(1986)不要與「老鼠會」混為一談。4 月 18 日。以及經濟日報(1987)「直

銷」開疆闢土戰果豐碩。2 月 27 日。就「健康食品」來看，則是 1970 年代末的現象，

由於當局嚴格審查藥品進口，而食品進口未採取許可制，管制較寬鬆，所以業者以「健

康食品」之名，進口這類營養性質的藥品。業者向衛生署申請，食品科送給藥物審查科，

後科審查認定無顯著療效，食品科就准以「健康食品」進口。見經濟日報(1979)何謂健

康食品。9 月 13 日。 

21 1975 年總統﹝六四﹞臺統﹝一﹞義字第四七二號令公布，1983 年總統﹝七二﹞臺統

﹝一﹞義字第六二六０號令修正公布。黃淑麗(1986)巿場觀測 摩登補品 攻城掠地。經

濟日報，2 月 5 日。 

22 經濟日報(1986)健康食品種類繁多 巿場發展深具潛力。9 月 18 日。 

23 經濟日報(1987)多層次傳銷走火入魔？3 月 31 日。 

24 子木(1987)我們的健康食品法在那裡？民生報，5 月 7 日。經濟日報(1987)健康食品太

氾濫 立委促立法管理。5 月 1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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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該報導指出 156 種標榜健康的食品，「其中百分之六十五標示為『營養補助食品』，百

分之六十標示為『健康食品』，百分之卅三為『保健食品』，百分之三為『健康茶』，百

分之一為『清涼飲料』」，七成的直銷產品宣稱能預防疾病，包括高血壓、糖尿病、動脈

硬化與成人病；直銷產品售價遠遠高於巿售產品。聯合報(1987)健康食品未必健康。5

月 4 日。 

26 為何劉廷英會認為「健康食品」叫作「色情食品」，或許從衛生單位查獲的違規廣告

食品名稱可看出端倪，這些違規廣告食品包括「愛美寶、愛壯猛、慧眼寶、媚婷芳、新

媚力、新眼光、金佑力 S、三櫻醋精、新醋精、派拉蒙娜、愛了錠、活猛虎-補你身、健

陽鞭、愛勇九九九、增高健、精馴鹿、賜精猛、壯力、腎力寶、參力久、媚力-一○○、

活力─一○○、嬌齡蘆薈珍粉、康速美、愛樂美、新男性」。這些食品名稱直接與性連

結，表達方式直率。劉廷英處長稱之為「色情食品」的健康食品，其實跟我們今日理解

的健康食品有所差距，應該主要是以「壯陽劑」名目出現的健康食品。當時省藥師公會

理事長張弘指出，這些健康食品銷售商收入在千萬元左右，扣除廣告費及成本，仍有五、

六百萬的淨利，行政罰鍰則不到十萬元，衛生處人員對違規廣告的取締感到「無力」。

見聯合報(1987)健康食品沒這種名詞。5月 5日。以及民生報(1987)健康食品 暴利事業 衛

生處打算根本解決。5 月 7 日。 

27 聯合報(1987)「健康」食品誇大療效 學者認應嚴格管理。5 月 24 日。 

28 經濟日報(1987)靈芝被直銷業看上了，9 月 11 日。 

另外，就概念上來說，「直銷」與「傳銷」不同。傳統直銷乃是以公司為中心，經銷商

與業務員跑業務的關係，僅從與客戶交易獲得獎金；至於多層次傳銷則除了從客戶獲得

獎金外，亦能從招募之下線的消費行為獲得獎金(林訓民 1986)。根據中華民國直銷協會

的解釋，多層次傳銷是一種獎金制度，直銷人員有兩種取得獎金的基本方法：「第一，

直銷人員可以經由銷售產品及服務給消費者而獲得零售獎金；第二，他們可以自直屬下

線的銷售額或購買額中賺取佣金，也可自直屬下線之再下線組織的總銷售額中賺取佣

金。」經濟日報(1987)靈芝被直銷業看上了，9 月 11 日。 

29 這或許與當年暑假八點檔「靈芝草人」為靈芝打響知名度（見下節），以及科學家李

旭生反覆在報章媒體上宣傳靈芝療效有關（見上節）。 

30 當時銷售鹿角靈芝的公司，不只林園公司一家，還包括澧萊欣業公司以及森太實業公

司，他們認為鹿角靈芝是不同於一般靈芝的特殊商品。經濟日報(1982)森太鹿角靈芝 徵

合作內外銷。1 月 13 日。民生報(1986)清大正進行研究鹿角靈芝治癌。10 月 3 日。經濟

日報(1988)澧萊鹿角靈芝營養又滋補。6 月 13 日。 

31 中國時報(1988)靈芝成了騙徒的藉口。7 月 24 日。 

32 經濟日報(1987)靈芝被直銷業看上了，9 月 11 日。 

33 圖片來源：Wiki 百科「靈芝屬」，

http://zh.wikipedia.org/wiki/%E9%9D%88%E8%8A%9D%E5%B1%AC#/media/File:Ganoderm
a_lucidum_01.jpg 

34 圖片來源：林天財(1990)靈芝仙草之認識與保健法，該書封面圖片。 

35 民生報(1988)靈芝行情亂 外行人要小心。1 月 14 日。 

36 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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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 聯合報(1987)綜藝大亨型態稍變，靈山神劍演員初定，6 月 4 日。民生報(1987)鍾湖濱

犒賞周遊，7 月 18 日。 

38 民生報(1987)「靈山神劍」送玩偶，8 月 1 日。 

39 該劇在當時引起台北巿政府社會局關注，認為該劇僱用童星拍片，可能違反「勞基法」

雇主不得僱用十五歲兒童工作之規定。劇組聽聞風聲後，有意安排靈芝草人被吃掉的橋

段，刪除童星戲份。然而，由於輿論壓力，製作人選擇改成「靈芝草人」隱身深山，保

留復出的可能性。社會局告知中視，只要能維護童星工作安全及健康，「靈芝草人」能

否復出由中視決定。最後，在觀眾壓力下，中視決定在最後一集讓「靈芝草人」現身。

聯合報(1987)靈山小祖宗 勞檢大出擊 神箭射童工 社局調查中，8 月 5 日。民生報(1987)

丫丫歸隱山林，緊急補戲，8 月 10 日。聯合報(1987)靈芝草人能否復出，8 月 11 日。民

生報(1987)神箭發威 丫丫重現江湖，8 月 15 日。 

40 有益（個人）身體（健康）、有益（全體）國民（健康），有益於（經濟）生產。 

41 靈山神箭劇照，http://rutenmall.cn/detail.php?gid=9384；靈芝草人圖，截選自 youtube

靈芝草人歌曲，https://www.youtube.com/watch?v=LrD6rZoXzT4；靈芝草人玩偶正面，

http://blog.xuite.net/ilovevintage/twblog/147491635；靈芝草人玩偶背面，

http://mypaper.pchome.com.tw/ben768/post/1308729847。 

42 陸之琳提到「臺大過去有位教授吃靈芝使白髮變黑髮，確實有效，因此起意多喝了點，

想看對身體有何好處，結果卻因此致死。」該名教授，疑似為前台大植病系陳道教授。

新聞報導陳道教授於 1987 年 5 月因肝硬化病逝，享壽 75 歲。是否是因服食靈芝過世，

目前資料不足，備為一說。見中央日報(1988)靈芝‧別隨便吃 是否有毒性尚待研究。1

月 10 日。聯合報(1987)陳道教授之喪 明舉行告別式。6 月 1 日。 

43 臺灣電視公司(1988)靈芝是否為健康食品。3 月 3 日。見國家圖書館數位影音服務系

統，網址：http://dava.ncl.edu.tw/MetadataInfo.aspx?funtype=0&id=34390 

44 聯合報(1988)靈芝真是仙丹？3 月 4 日。民生報(1988)部分靈芝含雜菌毒素，3 月 4 日。

臺灣電視公司亦報導此則新聞，見「靈芝是否為健康食品座談會」報導，

http://dava.ncl.edu.tw/MetadataInfo.aspx?funtype=0&id=34390。 

45 經濟日報(1988)昨決制訂國家標準，3 月 4 日。 

46 事後來看，政府機關並未制定任何靈芝專屬相關管理規範。筆者於 2015 年 9 月 2 日

致電經濟部標準檢驗局一組 4 科，該科人員表示「靈芝未列國家標準，因為靈芝為藥用

植物，故主管機關為中醫藥司」。當筆者致電中醫藥司，承接電話人士表示，靈芝未列

入「臺灣中藥典」，目前以「食品」管理。對此，標準檢驗局承辦人員表示，「巿面上的

靈芝產品並無規範，因為靈芝為藥食兩用，若宣稱藥用，須符合規範，若不宣稱療效，

可作食品使用」。筆者查詢政府機關相關許可證，中醫藥許可證字號未見靈芝相關產品；

倒是在化粧品許可證查到「活萃靈芝粉凝霜」。就此來說，主管機關以一般食品規範管

理靈芝，應無疑義。 

47 民生報，靈芝只能算食品，3 月 10 日。 

48 馬以工投書說「因為許多的神話傳說常把靈芝與仙草聯想在一起，使得靈芝連宣傳的

句子都不必多擬，就代表了健康。」見聯合晚報(1988)《一百分媽媽續篇》靈是仙草嗎？

7 月 3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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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9 民生報(1988)靈芝確實可增加免疫力，可望做癌症輔助治療，4 月 10 日。 

50 1987 年，曾任職榮民總醫院的潘念宗博士，於全美自然醫療法醫師大會上，發表用

靈芝治療一名愛滋病患的例子，引起美國重視。臺灣人也因此邀請潘念宗於中國醫藥學

院演講靈芝相關主題，靈芝能夠治療愛滋病的傳聞始於此。見華視出版社編輯部 (1987) 

科學的靈芝：健康的食品‧神奇的效用。台北巿：華視文化公司。頁 33 至 37；以及經

濟日報(1988) 松青超市展售水產品 中醫學院講靈芝應用，6 月 30 日。關於華視對潘念

宗的報導，見影片「靈芝預防心臟病高血壓」，網址：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ISEXQsVsVH8。 

51 民生報(1988) 顏焜熒罹患癌症「以身試藥」，4 月 8 日；民生報(1988)，吃補藥 練功 抑

制愛滋病，8 月 12 日。民生報(1988)靈芝天然健康食品新寵，4 月 18 日。 

52 民生報(1988) 抗癌還應適當飲食運動，5 月 8 日。 

53 「仙妮蕾德」事件起因於消費者向消費者文教基金會投訴，服用台灣仙妮蕾德公司進

口的健康食品「薇麗蕾德」可能涉及致人於死的爭議。林姓消費者指出，父親服用產品

後，第二天即發病，送醫五天後「小腦出血」死亡，他認為產品使用說明提到的「亢奮

反應」，誤導人延誤就醫。仙妮蕾德則主張健康食品無致死可能性，死因待查。報導一

出，廿多名服用「薇麗蕾德」後不適的消費者向消基會反映。法務部調查局調查仙妮蕾

德；衛生署食品衛生處對違法廣告祭出罰款處份。仙妮蕾德公司公開表示，「薇麗蕾德」

是食品而非藥品，公司直銷商若違規廣告或不實說明，必須自行負擔法律責任。後來消

費者失去信心，向「仙妮蕾德」退貨，造成直銷商恐慌，指責「消費教文教基金會」多

管閒事。見聯合報(1988)健康食品攸關性命！業主避談薇麗蕾德？6 月 18 日。經濟日報

(1988)健康食品被指致人於死。6 月 20 日。聯合報(1988)健康食品 莫當藥品。6 月 21

日。民生報(1988)那有食品能治百病？6 月 21 日。聯合報(1988)「薇麗蕾德」不實廣告。

6 月 22 日。潘秉新(1988)健康食品 消費者動搖。聯合晚報，6 月 28 日。 

54 聯合晚報(1988)推銷健康食品 榮總見怪不怪，6 月 29 日。聯合報(1988) 服藥該信誰

的?醫護人員查銷健康食品 榮總員工大賣薇麗蕾德，6 月 30 日。 

55聯合報(1988) 服藥該信誰的?醫護人員查銷健康食品 榮總員工大賣薇麗蕾德，6 月 30

日。 

56 臺灣電視公司(1990)靈芝直銷治癌詐騙消費者，5 月 10 日。

http://dava.ncl.edu.tw/MetadataInfo.aspx?funtype=0&id=92040 

57 1984 年，日本業者在厚生省指導下成立的「健康食品協會」，透過嚴謹審核，才發予

「日本健康食品協會認定」證，授予符合「健康食品」規格的標章。「中華民國健康食

品協會」以日本為學習對象，邀請日本健康食品協會來臺參與成立大會，後結為姐妹會。

見溫蕙嘉(1987)健康食品 標示要「健康」。5 月 7 日。民生報(1988)建立健康食品公信力。

7 月 18 日。以及楊世益(1994)中華健康食品，創刊發刊詞。台北：中華健康食品雜誌社。

仿效農委會的部份，見經濟日報(1989)審核健康食品 標誌亂發？7 月 28 日。 

58 中華民國直銷聯誼會於 1986 年成立，於 1990 年改名為中華民國直銷協會。經濟日報

(1988)健康食品業者準備自主門戶 直銷協會緊張趕忙撇開界線。8 月 30 日。 

59 創始成員包括台灣英文雜誌社、陳氏圖書公司、安麗公司、松柏公司、瑞典怡樂智台

灣分公司等。見經濟日報(1986)不要與「老鼠會」混為一談。4 月 18 日。 

60 據政大心理所研究生張海深的調查，「靈芝業者表示，截至 1989年 9月底，台灣地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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靈芝服用人口有 20萬人左右，每月銷售金額可達 3億台幣，有品牌的靈芝廠商有 60家，

最近平均每年生產可達 100噸，而有 70噸消費掉。台灣省農業試驗所宋細福研究員的

估計，台灣在 1989年一年約生產 500公噸的靈芝。」張海深表示「二種生產量估計差

異很大」，當時並沒有很精確估計靈芝消費的方式，但人們確實感受存在靈芝的消費熱

潮(張海深 1990:6)。 

61 民生報(1988)靈芝也掀起大陸熱，4 月 26 日。 

62 經濟日報(1988)「靈芝膠囊」頗暢銷，4 月 12 日。聯合報(1988)靈芝摻雜木屑？買者

應防受騙，6 月 18 日。 

63 經濟日報(1988)忠記織造各類工業用布，11 月 4 日；經濟日報(1989)中芝製靈芝產品，

7 月 4 日。 

64 聯合晚報(1988)健康食品，敢買不敢吃，6 月 21 日。 

65 學者許瑞祥提到，他會投入靈芝研究，是因為學西醫藥背景的媽媽服用靈芝，發現對

癌症控制有幫助，他認為「我要幫助更多的媽媽之前，我必須要能力去瞭解它從頭到尾

搞什麼鬼呀。對不對，你拿不是靈芝的東西，作晃子去賣，我要是逮不到你，我就輸你

啦。對不對，今天我們要逮巿面上任何一個靈芝產品，要逮還不容易呀！對吧。就是這

個心理呀。所以研究永遠要走在產業前面。」（筆者訪談） 

66 消基會驗「鍺」的原因，是基於如下理由：「過量的鍺的攝取會增加腎臟負擔，日本

在過去六年內已發現六名病人在發現服用含鍺健康食品後死亡的病例，因此鍺含量過高

亦非好事」檢驗委員會(1989:36)。 

67 共有「統健」、「千早」、「天才」、「長生」、「雙鶴」、「千山高鍺」、「古梅」、「霊寿源」、

「德和」、「天德」、「長鶴」、「中國」、「白鶴」、「御用」、「七葉」、「嵩山新鍺」靈芝等十

六種。 

68 選擇三萜類當作靈芝的檢驗標準，亦有國際上的依據。日本健康食品規格基準，檢驗

靈芝的方式，就是以三萜類作為檢測基準。中華民國健康食品協會 (1992[1990]) 健康

食品規格基準。青春出版社：中華民國健康食品協會。 

69 聯合晚報(1989) 檢驗靈芝製劑大多成分不足，9 月 11 日。經濟日報，巿售靈芝不要

太高估了。9 月 12 日。民生報(1989)巿售靈芝多有摻雜物，9 月 12 日。聯合報(1989) 靈

芝粉末膠囊？裝的澱粉乳糖！9 月 12 日；以及與其服用粉末 不如買生靈芝，9 月 12 日。

臺視新聞(1989)「消基會公佈靈芝產品成份」，9 月 11 日，網址

http://dava.ncl.edu.tw/metadatainfo.aspx?funtype=0&PlayType=2&id=87920&BLID=87920 

70 聯合報(1989)白鶴靈芝草是草，不是靈芝，9 月 24 日。 

71 中華民國消費者協會成立於 1969 年，以維護消費者利益，促進產銷溝通為宗旨。民

眾常混淆消基會與消協會，1989 年，消協會因舉辦誠信廠商活動，引發斂財爭議，媒

體報導該會組成多為企業界知名人士。見聯合晚報(1989)消基會消協會 為「靈芝」起爭

執。民生報(1989)消費者團體的多事之秋。10 月 14 日。 

72 經濟日報提到「加入中華民國健康食品協會的會員以銷售、製造「靈芝」業者居多，

這些業者對靈芝成分標準均有不同的看法，該協會於二年前成立時，部分業者就為了會

員廠商所銷售的商品未標示生產廠商名稱及產品成分，而向大會提出質問，但該會並沒

有做出任何具體結果，而引起業者的非議。因此，部分廠商才不願參加該協會，造成該

協會運作的不便。」見經濟日報(1989)為靈芝訂定國家標準，10 月 1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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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 聯合報(1989)，靈芝食品良莠不齊，10 月 16 日。 

74 聯合報(1989)，靈芝食品良莠不齊，10 月 16 日。 

75 經濟日報(1989)，以三萜類含量驗靈芝有失公允，10 月 21 日。 

76 聯合報(1990)盜用文章？消基會吃官司。1 月 12 日。 

77 聯合報(1990) 違反著作權 一時疏忽 消基會將獲許瑞祥諒解。2 月 19 日。 

78「中藥及靈芝研究」一書架構為計劃名稱、研究目的、研究重點，附錄（補助計劃經

費及名稱）四個部份。 

79 值得一提的是，該研究發現了世界新種，許氏小孢靈芝(G. microsporum Hseu)。  

80 就保肝作用來說，當時以 GOT 及 GPT 作為測量指標，測試經四氯化碳造成肝損傷的

小鼠餵食靈芝萃取物的數值差異，結論顯示靈芝萃取物能使 GOT 及 GPT 數值下降，故

肯定具保肝作用。就免疫調節來說，抗白色念珠菌活性試驗證實靈芝萃取液能促進巨噬

細胞作用；以靈芝萃取液注射老鼠腹腔，發現能影響老鼠脾臟大小，推論萃取液能促進

淋巴細胞分裂作用（因為脾臟大部份由淋巴細胞構成）；並且透過測量抗紅血球斑點形

成數目的實驗設計，指出靈芝萃取液有抗體增強作用。見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編 

(1990) 中藥及靈芝研究。臺北巿。頁 16-17。 

81 包括中國醫藥學院教授陳太羲、中國醫藥學院中藥研究所張光雄、中國醫藥學院附設

醫院中藥局主任李世滄、中醫師劉俊昌先生、中國醫藥學院教授陳忠川、中國醫藥學院

藥學碩士李銘忠等人。 

82 服用進口品靈芝 11 例中，有 2 例出現腹痛下痢、1 例暈眩、1 例口淡涎出；服用栽培

品 9 例中，7 例軟便服瀉、2 例偶有心跳過快現象；服用野生品有 5 例，4 例服後便軟，

1 例服後失眠，但食慾較佳。就特定疾病來說，慢性鼻炎患者服用進口品 2 例與栽培品

2 例皆未改善；高膽脂血病人 3 例，服用進口品，1 例一週後出現眼脹耳塞感，故予停

藥，2 例併發脂肪肝(張光雄 1988:14)。 

83 該名科學家認為當時靈芝科學研究作的較好的人，譬如像是當時陽明大學生化所的蕭

明熙教授、臺大植物病理與微生物學系暨研究所的曾顯雄教授等人，這些學者擁有較好

的環境與設備，也有相關的論文產出。 

84 詹建富(1993)靈芝非保肝仙丹 健康食品列管漏洞多。民生報，4 月 28 日。 

85 雷祥麟提到 2001 年元月發生牡蠣事件，學者刻意選擇國外期刊發表台灣牡蠣的重金

屬含量偏高，具有較高致癌風險的論文，就是「不願引起國內消費者恐慌」。但經媒體

報導，牡蠣業者抗議，隨著民意代意及相關首長出面，風波才逐漸平息。行政院回覆立

委質詢時指出，「此類學術性的報導與實際情況有相當大的差距，政府有責任防範類此

事件再度發生」。值得注意的是，一方面是學者的自我審查，決定在國外期刊發表；一

方面則是政府對於學術言論的防範，這兩個面向都是觀察學者的自我審查倫理的可切入

面向。見雷祥麟 (2002) 劇變中的科技、民主與社會：STS(科技與社會研究)的挑戰。台

灣社會研究季刊 45: 123-171。 

86 筆者：臺灣有一段時間是專門在破除鍺的這種流言嗎？我記得好像有這種研究。 

科學家Ｄ：對呀對呀，所以，但是也沒有人真正發表正式的論文，因為要去破除這種，

去作研究好像，第一個拿不到錢，拿不到經費去作這種研究。那我們在作的話，我們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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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是作無機的人，或者是作元素的人，我們沒有那個設備去分析，我們要買一臺 AA的

話，那除非要跟人家合作分析裡面的鍺。所以實際上的話，就是說，也有人在一些報告

裡顯示說，根本是不含鍺的，蕭明熙也有作過這樣的報告。慢慢慢慢，大家後來，也是

教育啦，對那些廠商來講，他們慢慢才把這些宣傳辭令拿掉，Even到現在的話，很多的

這個還記載，說有有機鍺（笑）。 

87 民生報(1986)清大正進行研究 鹿角靈芝治癌。10 月 3 日。 

88 蔡宗統於 1981 取得碩士學歷，但當時業者在報章雜誌上稱其為蔡宗統博士。據蔡宗

統在中國醫藥大學的 CV，他於 1991 年取得 The open international university 

for  complementary  medicines (U.S.S.R)的博士。見

http://www2.cmu.edu.tw/~dept_physi/teachers/8606.htm。中芝實業公司的廣告，見台北

訊(1988)「中國靈芝」源遠流長。經濟日報，10 月 2 日。 

89 檢視董大成發表在《中華民國癌症醫學會會刊》的原始說法，可看到董大成所說的靈

芝皮下注射有效，口服無顯著效果，基於下述實驗結果：太空包栽培之靈芝 Ganoderma 

Lucidun之熱水萃取液分別以不同濃度之酒精使萃取物沉澱。ICR小白鼠於接種 S-180

肉瘤細胞前一星期開始，每天分別於非肉瘤生長處皮下注射(contralateral injection，

本文中簡稱皮下注射)靈芝萃取物一次，共 20天。發現有顯著之肉瘤生長抑制效果，約

80%~100%的老鼠肉瘤消失。如於 S-180肉瘤細胞接種後 24小時，開始以同方式、同劑

量注射，則也有抑制肉瘤生長之效果，肉瘤消失的老鼠比率為 40%~60%。如於 S-180肉

瘤細胞接種前一星期開始，每天以胃管餵食同劑量之靈芝萃取物，連續 32天，則無顯

著抑制肉瘤生長作用（鄭惠華、董一致、董大成 1982:22）。 

90 醫學界認為該細胞數目越多，則抗癌能力愈強。 

91 台北訊(1986)靈芝抗癌有療效，初步試驗提實證。聯合報，3 月 4 日。 

92 張金堅(1986)新聞辭典 自然殺傷細胞。聯合報，3 月 7 日。 

民生報(1986)服用後免疫力增加，靈芝確能「強身」。4 月 8 日。 

93 李旭生副教授，被《健康靈芝》雜誌編輯視為「台灣靈芝多醣研究的推手」，1976 年

到 1984 年間任陽明醫學院生化學科暨生化所講師，1983 年至 1984 年間於香港大學醫

學院藥學系客座研究，1984 年至 2005 年間擔任陽明大學生化學科暨生化所副教授，於

2005年至2006年擔任陽明大學育成中心研發負責人，2006年7月3日於台北榮總病逝。 

94 據《健康靈芝》編輯吳亭瑤(2006)的專訪，靈芝直銷業者在陽明生化所舉辦演講，對

靈芝極盡褒獎，吸引了李旭生。另一方面，李旭生認為自己的肝不好，與進行黃麴毒素

研究，長期接觸實驗的有機溶劑有關，因此導致他思考轉換研究題材。 

95 劉麗芳(1986)靈芝萃取多醣體治癌。民生報，10 月 4 日。 

96 與李旭生合作的學者除了翁舷誌之外，還包括夏威夷大學的日本學者 Furusawa、台

北榮總與陽明大學醫學院教授王聲遠、陽明醫學大學口腔解剖學科醫師黃禳基、清大輻

射生物研究所教授郝道猛、台大藥理學研究所教授林婉婉、台大醫學院臨床醫學研究所

教授江伯倫等學者，見吳亭瑤 (2006) 李旭生與靈芝。健康靈芝 夏季號: 12-17。 

97 經查經濟部商業司資料，雙鶴企業股份有限公司於民國 76 年 7 月 10 日由台北巿政府

核准設立，經營「靈芝茶香菇花粉等農產品之買賣業務」。見經濟部全國商工行政服務

入口網「公司登記查詢」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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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8 農藝專家Ａ指出「他［林天財］跟雙鶴靈芝合作的很好。他栽培，雙鶴推廣。後來呀！

雙鶴靈芝這個老板，以生意的眼光沒有錯，以朋友的立場，林先生很不以為然，講的好

好的，要給他買，結果越買越少，越買越少，說沒有銷路。雙鶴在同時，另外請一個藍

［財旺］先生去種，雙鶴收的就夠啦，林天財這裡他就越買越少，林家在那種，他不曉

得，雙鶴就告訴他，這個沒有人要嘛，越買越少，到了最後，就不買了。這位林天財林

先生，就有幾千萬的靈芝，在倉庫裡面賣不出去。他跟我說，大概五千萬左右，在那時

候，那很沉重的，壓的一個事業都要垮掉了，怎麼辦呢？」 

第四章 

1 本章靈芝大事紀列於文末附錄一供讀者參考。 

2 見第三章第二節及附錄四 

3 吳齊南早期是安麗的業務員，後來與幾個合夥人於 1986 年創辦麟運公司，銷售靈芝。

1987 年，他離開安麗與麟運公司，與林木榮、藍財旺、謝天秀、古漢忠等合夥人創辦

了雙鶴企業，擔任董事長。 

4 1987 年，雙鶴公司成立，安麗公司囤貨、搶線的殷鑑不遠(林玉 1994)。雙鶴學習安麗

制度，但強調「完全複製上線」，單一教育體系，以維持系統的穩定性。因此，當公司

內部成員引入其他公司產品，或是搶奪他人下線情況發生時，該公司祭出營業守則，開

除違規傳銷商的資格。雙鶴. 1988a. "病毒的枝葉、一定要剪除." 雙鶴 13:15.。 

5 他任職所長期間為 1979 年至 1988 年間，並曾從事靈芝與 B 型肝炎的研究。1987 年因

論文爭議，遭監察院彈劾，1988 年 3 月請辭教育部所屬國立中國醫藥研究所職務。1989

年接受靈芝業者雙鶴公司邀請，擔任顧問。他也擔任雙鶴公司 1991 年創辦的「財團法

人中華民國微生物文教基金會」的董事，1993 年 9 月擔任董事長；1998 年創辦《健康

靈芝》雜誌後，擔任發行人。2005 年春季，劉國柱過世。(劉國柱, 潘念宗 et al. 1988; 吳

亭瑤 2005) 

值得注意的是，劉國柱擔任國立中醫醫藥研究所所長職到 1988 年 4 月止，而他在 1987

年就為雙鶴撰稿，1988 年 5 月直接在雙鶴雜誌上提供該公司的膠囊使用劑量，可視為

由學界轉入產業界的科學家。相關資料見聯合報(1987)報升著作 擅自掛名 事隔八年 昨

被彈劾。4 月 24 日。中央社電(1988)陳介甫接掌中醫研究所。民生報，3 月 15 日。「社

團/財團法人資料檢索」，http://foundations.olc.tw/。 

6 (1)提問人（我或者親人朋友）＋疾病狀態＋靈芝介入事件（如何服用）； 

(2)回答：靈芝效能說明（動物實驗）或疾病醫學知識說明； 

(3)結論：可服靈芝，或者配合西藥服用靈芝，或者排除特定條件後，可服靈芝(譬如出

血就不要服用靈芝）。 

7 劉國柱寫這些參考文獻有個特色，就是全部寫成英文書目。即使是中國學者以中文寫

成的研究，在內文出處以及參考書目，全部轉成英文書寫，不知道有什麼特別的用意。 

8 身兼益康公司顧問的陽明生化所副教授李旭生認為子實體療效不大，指出「靈芝的有

效成分（多醣體）在菌絲體含量高達 90%，子實體只有 23％，...[而]子實體靈芝對人

體健康的功效不大。如果要購買粉末或膠囊的靈芝食品，不妨把粉末置入溫水中或拆開

膠囊，觀察其中成分在水中是否會溶解掉；如果出現沉澱物，則可能其中摻有木屑」。

民生報(1988)靈芝天然健康食品新寵。4 月 1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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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孟憶如(1989)巿售靈芝不要太高估了。9 月 12 日。 

10 「成功路上好夥伴」的廣告內文提到「這麼好的一本書，您應該比別人早一步擁有，

同時別忘了，好東西要跟好朋友分享，它──期待您的終生相惜！」。見「雙鶴」月刊

1993 年 10 月號。 

11 見《健康靈芝》雜誌 1~63 期目錄索引，網址：

http://www.ganoderma.org.tw/www/content/mag_catalog_list63.pdf 

12 其業務包括「1.微生物科學研究計劃的補助 2.與微生物科學相關的大學系所、研究機

構，進行研究合作 3.舉辦有關微生物科學學術研討會 4.微生物科學教育之推廣與宣導

5.有關微生物科學研究報告之發表 6.舉辦及參與各項微生物國際學術性之會議、研討會、

演講會及講座等 7.國內外有關微生物各項出版品之出版、發行及銷售等業務 8.有關前各

項之國內外業務及其他相關活動。 

13 見中央研究院「新興宗教現象及相關問題研究計劃」子計劃四：解嚴後新興臺灣佛教

教派的理念及其形成原因，1999 年楊惠南對謝天秀的訪談，見第 335 至 337 行。

http://buddhistinformatics.ddbc.edu.tw/taiwanbuddhism/tb/md/md05-11.htm 

14 民生報(1989)靈芝治療紅斑性狼瘡？1 月 7 日。民生報(1990)靈芝 愛滋病新希望？9

月 25 日。聯合晚報(1992)服用某牌靈芝後耳鳴，消費者告狀。4 月 17 日。民生報(1992) 

吃健康食品出狀況 消基會屢接獲申訴，8 月 14 日。民生報(1993)靈芝治肝炎 反致肝衰

竭？4 月 28 日。民生報(1993)靈芝非保肝仙丹 健康食品列管漏洞多，4 月 28 日。民生

報(1993)我又挺直了脊梁，7 月 4 日。聯合報(1994)靈芝降血壓 療效存疑，1 月 2 日。 

15 「也製造及銷售靈芝粉(膠囊)的台糖公司表示，市售靈芝粉有真有假、有好有壞，有

的價格實在貴得沒道理。台糖說，他們推出靈芝粉之前，怎麼訂定價，特別從市場上購

買若干廠牌的靈芝粉回來化驗，結果發現如果比照定價，簡直是「暴利」。除開價格外，

台糖指出，問題最大、對消費者最不利的，則在於靈芝粉的品質。目前大概有下列幾種

問題靈芝粉：(1)直接把靈芝磨粉，這種貨不夠純，成份沒有抽取的來得好。(2)雖然也

是抽取靈芝中多醣體、三類、有機鍺等，但在熬煮過程中因缺乏設備，未採取真空低溫

(攝氏 40度)，而是採取高溫熬煮，致喪失不少藥用成份。(3)有的靈芝粉成份不夠純甚

至羼假，為欺矇消費者，特別添加色素與苦味，以使外觀與口感同純靈芝粉一樣。(4)

明明是國內製造的靈芝粉，為了賣好價錢，故意冒稱是日本的進口貨。(5)靈芝粉的製

造原料，採用液體栽培的靈芝，而非木頭栽種的靈芝。液體栽培的靈芝成長比較快，但

本體內所含的三類(具抗癌療效)成份，比木頭栽種的少很多。台糖有關主管表示，最好

由衛生署或消基會來做市場檢驗，把各廠牌的成份與價格公布供消費者參考，以確保消

費者權益。台糖所售的靈芝膠囊 60粒售 990元。」見聯合晚報(1992)靈芝粉 有真有假

售價離譜。12 月 23 日。 

16 民生報(1992)《營養教室》，10 月 18 日。 

17 聯合晚報(1992)服用某牌靈芝後耳鳴，消費者告狀。4 月 17 日。 

18 聯合報(1990)榮總動物實驗證實：真正赤芝有抗腫瘤功能，7 月 11 日。 

19 民生報(1992)靈芝治狹心症，療效不顯著。10 月 8 日。 

20 不過陳震寰等人的研究報告，並未提到受試者是否知情，知道自己正在參與靈芝輔助

治療慢性穩定性狹心症的研究計劃，因此，靈芝符號或霍桑效應為我的推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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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高人傑(1993)鮮活靈芝 確有抗癌效果。聯合晚報，7 月 13 日。 

22 高人傑(1993)鮮活靈芝 確有抗癌效果。7 月 13 日，晚合晚報。薛桂文(1993)靈芝確可

扶正祛邪，7 月 14 日，民生報。陳建宇(1993)靈芝成分抗癌，7 月 14 日，聯合報。 

23 林昭庚接受「靈芝是一年生植物」的說法，表示「千年靈芝只是長在千年神木上的靈

芝」；他提到靈芝種類眾多，有些具毒性，中醫界很少使用靈芝，但坊間公認靈芝能抗

癌、提升免疫力。謝錦芳(1994)中國醫藥學院中醫研究所所長林昭庚：靈芝主要用於提

升人體免疫力 

24 林昭庚(2002)複方靈芝：比單劑成分有效。中國時報，5 月 31 日。 

25 說是「想像中的」中醫藥論述，是因為在中醫藥典籍裡，關於靈芝使用經驗的紀錄很

少，並無靈芝使用傳統，靈芝只是傳說中的「仙藥」。見第二章第一節的說明。 

26 簡單的說，西方人認為靈芝只是 mushroom，但東亞文化圈卻無法同意靈芝只是

mushroom，而必須另起新名，譬如日本人稱之為 reishi，中國人以 Lingzhi 拼之，表明特

定歷史論述對於人們認識物質的形構力量。 

27 譬如綠豆薏仁湯清熱解毒是廣的（來源可能是媽媽的食療），但是生綠豆研磨成粉服

用解藥毒的用法（來源可能是本草書），流傳則窄；物質的用法，隨社會團體及知識依

據不同而異。譬如張哲嘉(2005)提到，大黃在中國被視為瀉藥，但是西方則視為營養劑。 

28 見前一節討論，以及中華民國微生物文教基金會網站中「靈芝見證」，見證帶第 02

輯見證者 2；見證帶第 05 輯見證者 10；見證帶第 16 輯見證人 12。

http://www.ganoderma.org.tw/www/content/CASE/search.php 

29不是「有沒有效」的問題，而是誰來談、怎麼談、如何說服與徵召的問題。科學家或

者醫療人員，他們提出的療效判準，追求「客觀性」，以臨床實驗或統計分析，企圖證

成靈芝成分療效的普遍性，透過排除個體經驗感受。傳銷業者，卻試著抓住個體特殊性，

透過個案見證，證成靈芝整體療效的普遍性。 

30 聯合報(1986)日本仙丹‧抗癌新樂。10 月 26 日。 

31 民生報(1987)天然有機鍺抑制大腸癌 三總動物實驗認為有效。6 月 27 日。 

32 民生報(1987)含鍺健康食品可治癌？病人不可放棄正規治療。6 月 22 日。 

33 見前章第六節的討論。 

34 劉麗芳(1989)服用靈芝類健康食品當心含鍺過量。民生報，1 月 2 日。 

35 三總大腸直腸外科醫師饒樹文指出，天然有機鍺經動物實驗，有抑制大腸癌的作用；

但是人工合成的有機鍺，卻會使老鼠的死亡率提高，人類服用可能會引起腎衰竭；其他

醫師表示，天然的有機鍺，可以從蔬菜中攝取，也避免坊間假貨傷害健康。民生報(1988)

有機鍺，是食品而非藥物。2 月 25 日。 

36 張毅生(1993)醫藥真言 有機鍺效益 尚無定論。 

37 「中國大陸和台灣中西醫界所認定的靈芝主要藥效，是其抗癌作用」，其有效成分「是

幼嫩赤芝的多醣體，而不是中外民間所強調的鍺，不管是無機鍺或有機鍺」。許松勇(1994)

《神農寶典》靈芝抗癌與鍺無關。民生報，3 月 1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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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 經濟日報(1993)靈芝複合使用法 正統邀專家剖析。11 月 22 日。黃仁揚藥師(1996)靈

芝療效奧妙 有仙藥美譽。含天然有機鍺 神農本草經概分為六種 被譽為千草之王。中

國時報，台北縣要聞，1 月 17 日。 

39 陳昭姿(1995)《營養教室》有機鍺 健康食品？有害毒品？民生報，11 月 18 日。 

40 科學家 B 提到「當時他們用那個顯色法在測的時候，把同一族的，鍺旁邊還有幾個，

那個銅啊鐵呀管他什麼，反正你看他周期表同一族呀，到鍺這邊前面幾個，原子量差不

多一樣的東西，全部一起沉澱下來。可是你後來用原子析光光譜儀去定鍺的時候，根本

定不出鍺有多少量呀。…當時我拜託老師，去買了標準的鍺，請他幫我們測，他說根本

測不到呀。也許當時的機器不夠靈敏，但是『測不到』是一個很重要的訊息。以他所寫

的那個含量，多少多少 ppm（訪員：2000），怎麼可能會測不到。結果測出來是多少，

是 ppb 啊，往下再掉三個零呀」（筆者訪談）。 

41 科學家 B 說「姜宏哲去定，後來也發現不多呀」（筆者訪談）。 

42 邱馨儀(1993)靈芝口耳相傳締佳績。經濟日報，10 月 20 日。 

43 邱馨儀(1993)靈芝口耳相傳締佳績。經濟日報，10 月 20 日。 

44 隨著健康食品管理法通過，傳銷業者對於科學界的仰賴有增無減，見第五章討論。 

45 雙鶴集團投資學術陸續有了回報，1997 年成功外銷馬來西亞及日本巿場，到了 2005

年至 2007 年間，更是國內保健食品出國第一名的廠商，也就是說，靈芝產品成為臺灣

保健食品出口第一名的商品。食品工業發展硏究所 (Ed.). 2008. 中華民國台灣地區食品
產業年鑑. 新竹市: 食品工業發展硏究所.，頁 136。 

46 網頁上，「特別演講」置於「專題演講」上方，顯示承辦單位認為是較重要的演講。 

47 如調節免疫力［過敏反應調節］、抗氧化［抗衰老］、護肝、蛇毒預防、解酒、紅斑性

狼瘡、心臟保護。 

48 如洪志駿的「大鼠 28 天亞急性口服靈芝試驗」，以及生技中心的「雙鶴極品靈芝－大

鼠 28 天口服重覆劑量（亞急性）毒性測試」。 

49 如林璧鳯、陳妙齡等人的論文。 

50 這些研究成果，既可以放在微生物文教基金會的官網上，又能刊載於基金會的刊物《健

康靈芝》上，作為科學實證的宣傳廣告，若是研究成果能登上期刊，則資料可信度更高。

如林淑萍的〈靈芝三萜類抗癌及生化活性之研究〉刊載於《中華民國癌症醫學雜誌》第

25 卷六期。見賴曉萱、黃政博、陳登海、陳光地、林淑萍 2009. Ganoderma Triterpenoid 

Ganoderic Acid T Inhibits Growth and Metastasis of A549 Lung Adenocarcinoma In Vitro and 
In Vivo. 中華民國癌症醫學會雜誌 25 卷 6 期:頁 413-20. 

1999 年，賴寧生的論文〈靈芝對系統性紅斑性狼瘡療效之評估〉，獲載於國際期刊 Lupus，

表示高劑量靈芝對動物模式底下的系統性紅斑狼瘡明顯有效，微生物文教基金會還為此

舉辦了記者會。Lai NS, Lin RH, Lai RS, Kun UC, Leu SC. 2001. "Prevention of autoantibody 

formation and prolonged survival in New Zealand Black/New Zealand White F1 mice with an 
ancient Chinese herb, Ganoderma tsugae." Lupus 10(7):461-65.靈芝對紅斑性狼瘡療效研究

成果記者會，見 http://59.120.29.90/www/content/mrf04/mrf04-4.html 

51 如協助改善製程，見郭悅雄〈靈芝成分之研究及活性成分的製備〉、呂政義〈靈芝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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醣之萃取，結構及其構形與流變性質之探討〉。提高生產材料的利用率，如鄭正勇的〈靈

芝及其他菇類副產物之回收利用研究〉。獲得學術研究者的技術轉移，如顏國欽的〈勇

健 2 號抑制肝癌細胞生長與轉移之功效〉。見顏國欽教授升等文件附件四，技術名稱為

Ganoderma Lucidum YK-02 抑制肝癌細胞生長與轉移之功效，技轉給雙鶴公司的勇健工

廠，技轉金參拾萬元，技轉日期為 2009 年 1 月 15 日。資料來源：

www.nchu.edu.tw/~person/minute/1030610/02.pdf。 

52 GAS 為 Ganodermic acid S，為靈芝酸 S。 

53 微生物文教基金會「國際研討會」，見

http://www.ganoderma.org.tw/www/content/PROPOSAL/workshops.php 

54 張毅生(1993)醫藥真言〈有機鍺效益，尚無定論〉，民生報，11 月 27 日。 

55 見 Raymond Y. Chang 的論文摘要。http://59.120.29.90/www/content/mrf04/04eng.html 

56 網址：http://www.ganoderma.org.tw/www/content/PROPOSAL/summary.php 

57 微生物文教基金會，該篇文章連結，請見：

http://www.ganoderma.org.tw/www/content/PROPOSAL/summary_b.php?ProposalID=84 

58 微生物文教基金會，該篇文章連結，請見：

http://www.ganoderma.org.tw/www/content/PROPOSAL/summary_b.php?ProposalID=84 

59 如《家庭生活周報》教導消費者如何吃靈芝，家長用靈芝花粉照顧氣喘兒，達官貴要

服用靈芝保養身體（如劉泰英），或者明星、藝人或文化界人士生病，獲熱心民眾贈予

靈芝，常見於不同的新聞版面。 

60 葡萄王以製藥業起家，1980 年代曾接受靈芝業者代工，生產靈芝膠囊。1990 年初機

能性飲料流行時，推出奇檬子、解久益等系列產品，並長期以廣告促銷產品。值得一提

的是，「只要我喜歡，有什麼不可以」，就是出自於奇檬子的廣告。1992 年衛生署，要

求廣告不得宣傳療效，生產廠商透過直銷網絡銷售的趨勢漸長。1993 年，葡萄王成立

葡眾公司，銷售健康食品，譬如強化免疫力的「免疫 991」，並有靈芝多醣成份產品，

供消費者選擇。見經濟日報(1989)隴經製國森靈芝健康食品。9 月 22 日。簡永祥(1993)

不再玩弄不實宣傳行銷術欺騙消費者。經濟日報，9 月 29 日。費家琪(1993)行銷手法愈

來愈靈活 類似產品可運用在直銷普銷網內。經濟日報，11 月 2 日。 

61 此外，該公司表示，「1998 年，在大環境不景氣、大陸投資失當造成虧損及競爭廠商

蠻牛產品等壓力下，葡萄王面臨前所未有的困境」，所以「利用發酵核心技術，開發靈

芝產品轉型求生」。見廖美智(2005) 以發酵技術開發菇類保健食品－葡萄王生技股份有

限公司專訪。網址：http://agbio.coa.gov.tw/theme/detailinfo.aspx?dno=12975 

62 經濟日報(1997)葡萄王 靈芝王 月底上巿 售價便宜。7 月 29 日。 

63 有暗指傳直銷賺太多，沒良心的意思。廣告出自葡萄王靈芝-熊旅揚推薦篇。見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Fi9uE7zcMCY。推估應為 1997 年 9 月的廣告，見林貞

美(1998)葡萄王靈芝王低價版一炮打響。經濟日報，12 月 25 日。 

64 董事長曾水照擔任製藥工會理事長，由於工會資訊取得快速，故投資真菌微生物的研

究，1991 年成立葡萄王生物工程中心研發產品。 

65 註一：玖順前身為雙鶴的靈芝產品代工廠，後分家獨立自創品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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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二：桂格漢補天地為佳格食品公司的產品，反映了食品業者在靈芝保健食品巿場的影

響日增，而傳銷業者的影響日漸。 

66 黃秀義(1999)直銷業強化廣告行銷。經濟日報，1 月 11 日。 

67 劉國柱(1998)  

68 該局人員透過電話表示「『多醣體』是一個很含混的名詞，到底多少分子量以上的醣，

才能被定義為『多醣』，全世界目前並沒有統一的『含量』標準，也沒有統一的『檢驗』

標準；況且許多實驗方法所分析出來的多醣體含量常是指該食品或藥品中所含『各種』

多醣的總量，亦即它可能包含該產品的材料本身，或是混雜在該產品中的其他物質，例

如澱粉或其它碳水化合物等」。2015 年 9 月 18 日，筆者電訪。 

第五章 

1 陳鳯蘭(1996)迷信靈芝治百病 老人命嗚乎。中國時報，8 月 23 日。林進修(1996)健康

食品‧健康人吃的？民生報，9 月 18 日。 

2 筆者查閱日本「国立健康‧榮養研究所」所公告之「特定保健用食品許可(承認)品目

一覧」，並沒有看到靈芝相關項目（用了レイシ、霊芝、マンネンタケ、ロッカクレイ

シ等關鍵字），見 https://hfnet.nih.go.jp/contents/sp_health.php。在日本，靈芝主要是以

規格基準的方式管理靈芝類產品，通過規格基準者，可被視為「健康補助食品」，目前

有十項產品獲得相關認證，見 http://www.jhnfa.org/health-02.html。法規規定，這類食

品不對外宣稱醫療效能時，不視為醫藥品，見 http://hfnet.nih.go.jp/contents/detail54.html。 

3 由於諸多食品爭議，該法自 2014 年改名為「食品安全衛生管理法」，修改食品定義為

「指供人飲食或咀嚼之產品及其原料」，並增列特殊營養食品、食品添加物等各項新用

詞定義。 

4 出自藥事法第六條。 

5 關於該事件及該公司的個案分析，可參考中山企研所鄭宇倫的分析。著年不詳，網址：

www.cadsm.org/dsrc-tn/EngWeb/research/Case/Papers2301/12.doc 

6 陳慧文(1996)還是只有「自求多福」。民生報，9 月 18 日。 

7 藥品食品混淆的問題，包括以下個案：(A)僅僅是食品，卻宣傳療效的靈芝、鯊魚軟骨

粉等；或是(B)具有藥物成分的可樂子、梧桐葉，被廠商以食品之名，進口國內；或是(C)

動物飼料混充人類健康食品等等類型。 

8 中華民國營養學會成立於 1974 年，後於 2006 年更名為台灣營養學會。該會於 1996

年受衛生署委託，「擬定『保健食品管理辦法』之草案。由輔仁大學食品營養系蔡敬民

教授擔任主持人，台灣大學食品科技研究所江文章教授為執行人，並另邀集 9位學者專

家和廠商代表，再加上衛生署有關單位之代表共同組成委員會，定期研討與擬定其管理

辦法，原打算在「食品衛生管理法」之下來實施對『保健食品之管理』」。見蔡敬民、林

瑩禎、王伯徹、陳彥霖(2002: 2-136)。 

就管理辦法之相關內容來說，「營養學會會長蔡敬民表示健康食品可以標示營養補給功

能及部分療效，但是必須經具公信力的實驗室鑑定；其次，該辦法也參考美、日及大陸

相關法律，對健康食品予以規範。」詹建富(1996)健康食品納管有譜。民生報，11 月 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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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該文副本抄送給綠藻相關公司，也反映當時綠藻以「健康食品」之名銷售曾有爭議，

後經政府許可得使用該名稱，唯不得宣稱醫療效能，成為產官之間的辦理原則。臺灣省

政府衛生處函，中華民國六十六年六月二十四日六六衛四字第三０六一八號，臺灣省政

府公報六十六年秋字第一期，頁 18。全文見政府公報資訊網：

http://gaz.ncl.edu.tw/detail.jsp?sysid=E0810039。 

10 聯合報(1987)「健康」食品誇大療效 學者認應嚴格管理。5 月 24 日。 

11 衛署食字第 83071329 號。見衛生福利法規檢索系統，出處見註 87。 

12 衛生署的管制對於消基會來說仍是過於消極的。消基會董事長邱清華批評「健康食品」

不應該作成「藥的樣子」，不應該以膠囊錠劑的形狀販售，主張從形態上，就應該避免

藥品與食品之間的曖昧性。見梁玉芳(1995)非藥「裝」藥誇大療效價超所值。健康食品

應還它本來面目。聯合報，2 月 7 日。 

13 健康食品的制度化，是 1990 年來的世界趨勢。1991 年，日本創「特定保健用食品」

制度，定義「特定保健用食品」為「在特別用途食品中，為了特定的保健目的而在日常

飲食中攝取的食品，此種食品可標示可期待有該項保健功效」，將「機能性食品制度化、

法條化」。1994 年，美國國會頒佈「膳食補充品健康和教育法案」(Dietary Supplement 

Health and Education Act)，「明定膳食補充品不屬於食品添加物，而是介於一般食品與藥

品之間的產品」；根據此法案，「膳食補充品係泛指所有用來補充正常飲食的食品，包括

維生素、礦物質、植物及其萃取物、氨基酸與其濃縮、代謝、組成、萃取成分等」；廠

商產品上巿前不需經過食品藥物既管理局審查，論者認為形同放棄約束健康食品巿場。
131996 年中國衛生部施行「保健食品管理辦法」，定義保健食品為「表明具有特定保健

功能的食品，亦即適合於特定人群食用，具有調節機體功能，不以治療疾病為目的之食

品」；並要求保健食品須經必要的動物和／或人群功能試驗，證明其保健作用、安全性，

並提供科學依據與明確功效成分。見蔡敬民等(2002)及陳易宏(2008)。 

14 食品衛生處副處長陳陸宏表示「當時營養學會會長蔡敬民曾邀請立委郝龍斌一同商討

規則的制訂，然當時郝龍斌並無興趣，多請助理參加研討會。最後在營養學會將規則製

訂完成後，突然郝龍斌決定要另外立法，便將營養學會的草案交由律師劉緒如加以修改，

成為了『健康食品管理法』草案」(陳育嫺 2007:41)。 

15 呂秉原(1996)確保健康食品衛生安全 郝龍郝提管理草案。民生報，12 月 15 日。 

16 郝龍斌的版本，修改自中華民國營養學會的版本，他委託律師修改內容，並將原名稱

「保健食品」改為「健康食品」，而後提案(陳育嫺 2007:45)。 

17 衛生署傾向於 1997 元月「提出食品衛生管理法修正案、配合制訂健康食品管理規則

來管理健康食品」，因為立法院法案審理速度慢，故擬以訂定管理規則方式，列管健康

食品。業者希望法規能明確擬定實際且可行的產品功效科學驗證標準，保障業者與消費

者。輔大食品營養系教授蔡敬民指出，郝龍斌希望「提昇保健食品管理的位階，使其能

與『藥事法』、『食品衛生管理法』平行」(蔡敬民 2002:2-137)。論者指出，郝龍斌選擇

「立法」（而非修法），「主要是因為他在立委任期內無突出表現，欲以『健康食品管理

法』為其任內政績」，因此強硬主導法案，當為他為了「讓草案順利提案，將健保法與

健康食品管理法綁在一起，迫使衛生署讓步」(陳育嫺 2007:41-43)。並且參考薛桂文(1999)

朝野協商支持郝龍斌版健康食品管理法。民生報，1 月 9 日。 

18 粗體為筆者所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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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保力胺-S事件發生於 1994年至 1995年間，是以豬飼料混充健康食品，誇大療效販售，

當時社會大眾及許多知名藝人皆服用該產品，事件暴發引發喧然大波。 

20 還有第三點，即不斷然否定民間長期使用的傳統食品，但與本文主旨無關，故不收錄。 

21 「保健食品係指針對特定人群具有調節生理機能、預防疾病、有利康復、增進健康等

保健功效，但不以治療疾病為目的特殊營養食品」。後該草案送至衛生署，因「食品不

得涉及疾病」，而刪除了「預防疾病」一詞。立法院公報 87 卷 28 期 373 頁。 

22 見第二條、第六條、第十四條、第二十一條第一款的修正。全文網址見

http://lis.ly.gov.tw/lgcgi/ttsbookc?6:788574316:1:/disk1/lg/ttswebbook1.ini:n029281:0102-
0134:_self 

23 關於廣告和宣傳的管理之修正，郝龍斌於健康食品管理法施行半年後，在一場研討會

表示「原本草案規定，所有廣告或宣傳，包括文字、影像甚至言詞，都要事先核準；對

於這一點，衛生署明白表示，他們的人力無法做到，因此最後通過的條文修正為廣告事

先報備、事後審查，但是加上了對傳播媒體的連帶處罰。事後我們發現這個連帶處罰的

條文非常有效，因為業者或許還想偷跑，但是傳播媒體未必願意配合刊播不法廣告，使

得健康食品廣告收斂不少。」見郝龍斌(2000:67)。 

24 產品的成分、功效和安全性需要科學依據，而衛生單位可隨時因科學發現或其他原因，

重新評估已核淮的產品。此外，健康食品未經核準輸入、製造、違法標示或者違法廣告

者，可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一百萬元以下罰金。見民國 88 年 2 月 3 日公布之

健康食品管理法，資料來源：法源法律網。以及薛桂文(1999)朝野協商支持郝龍斌版健

康食品管理法。民生報，1 月 9 日。 

25 因此，只要產品其中的某項成分，符合健康食品的審查標準，並取得認證，獲得健康

食品認證標章，那麼，該產品中的其他不健康成份，譬如過高的糖份，都可以在「認證

標章」的掩護下漂白。因此，與其說人們消費的是健康食品，不如說人們消費的是有「健

康符號」的食品。 

26 當時衛生署食品衛生處處長陳樹功表示「『營養素』一詞已有國際公認的定義，『特殊

營養素』則是在相關法規資料和科學文獻都無法查到，為避免隨意認定引發國際貿易糾

紛，故施行細則的釋是『具有明確保健功效之成分』，並經中央主管機關認定者」。呂東

育. 2001. "由官方觀點談「健康食品管理法」實施現況." 健康靈芝 (12).，頁 16。 

27 衛生署之所以從「保健功效」著手管理，而不從「特殊營養素」著手，原因是不知道

「特殊營養素」為何。郭姿均(1999)健康食品 增審三項保健功效。聯合報，8 月 5 日。 

28 structure/function claim 的說法，陳陸宏未註明出處，但應該出自 1994 年美國食品與

藥品管理局公布的 Dietary Supplement Health and Education Act (DSHEA)對膳食補充品的

說明之中。根據 FDA 網頁的解釋，不論是傳統食品、饍食補充品以及藥品，都有結構/

功能宣稱的標示。結構/功能宣稱可能是描述營養素或飲食成分影響人體的正常的功能

或結構(affect the normal structure or function of the human body)，譬如說「鈣能夠強健

骨骼」(calcium builds strong bones)。此外，也意指這些營養成分維持身體結構或身體功

能的方式，如「纖維能使排便規律」。見 FDA 網頁對 Structure/Function Claims 的解釋。

網址：

http://www.fda.gov/Food/IngredientsPackagingLabeling/LabelingNutrition/ucm2006881.ht
m。 

另外，臺大農化系的蘇遠志教授指出美國的膳食補充品的健康資訊與教育法案允許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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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響人體生理結構與機能(Structure/Function Claim)』的方式來宣傳，但不得使

用治療(Drug claim)的字樣。因此，膳食補充品的產品訴求應以下列方式進行： 

(1)缺乏某些營養素容易導致特定的疾病：如果攝取某種膳食補充品後能夠補充人體流

失的這些營養素，便能夠宣稱這種膳食補充品具有預防或改善特定疾病的功效。 

(2)敘述攝取某種膳食補充品後，其中的特定營養素、特定食品成分、或是整體食品組

成對人體生理結構或生理機能的影響。 

(3)提出科學性的證據，以支持膳食補充品維持或影響人體生理結構或生理機能的說法。 

(4)敘述攝取某種膳食補充品後的一般性好處」。見蘇遠志(2000:9-10)。更詳細的討論可

見陳鋕雄、劉庭妤(2013)。 

29 張瓈文(1999)立委郝龍斌批衛署掩取盜鈴審查嚴格造成地下化 業者可能只將包裝改

頭換面。中國時報，8 月 3 日。 

30 王融見(1999)健康食品 不能再亂用:管理法下月三日實施。中國時報，雲林新聞，7

月 10 日。郭姿均(1999)管理健康食品 有灰色地帶。聯合報，5 月 26 日。 

31 後來優酪乳的部份，業者紛紛走向以「學術論文」作為功效依據的論述戰，「益生菌」

也是未來研究者可以進一步分析的議題。郭姿均(1999)衛署處分第一刀 開向優酪乳。聯

合報，8 月 4 日。邵冰如(1999)在文字遊戲？找健康？聯合晚報，8 月 4 日。 

32 張瓈文(1999)健康食品法上路北巿展獲大。中國時報，台北。8 月 4 日。 

33 郝龍斌面對媒體，仍說「應該將所有錠狀、丸狀或膠囊類的食品全部列為健康食品（不

管其有無標示保健功效）」，然而他就是放寬認定的參與人之一。張瓈文(1999)立委郝龍

斌批衛署掩取盜鈴審查嚴格造成地下化 業者可能只將包裝改頭換面。中國時報，8 月 3

日。 

34 全文網址：dep.hcchb.gov.tw/_file/2192/upload/file/037/002.doc 

35 葉玲君(1999)健康食品 稽查兩千 違規六件。聯合報，9 月 4 日。 

36 郭姿均(1999)稽查健康食品逾半縣巿交白卷。聯合報，8 月 12 日。 

37 郝龍斌(1999)有了健康食品法 沒健康食品可買。聯合報，8 月 4 日。郭資均(1999)健

康食品各項保健功效，衛署三個月內公布。8 月 8 日。亦見郝龍斌(2000:65-69)。 

38 呂玲玲(1999)健康食品認定將放寬。聯合晚報，8 月 24 日。 

39 2000 年 9 月 19 日，在衛生署與台灣保健食品學會召開的「國內外保健食品管理與健

康食品修法研討會」中，食品衛生處的科長沈漢光指出健康食品管理法在臺灣施行後一

年，遭遇的困境包括「法律與民眾之認知有差距、單獨立法導致法律架構更加複雜、立

法原意未充分表達於法律文字中、健康食品之定義欠妥、既強調科學證據又要求從寬認

定、保健功效之認知與國際規範有差距、保健功效之最低標準尚未建立共識、許可制度

造成合格產品數目偏低、保健功效之敘述文字易生爭議、罰則過重」(沈漢光 2002a)。 

40 吳佩蓉(1999)健康食品，選擇性執法？民生報，8 月 8 日。王家英(1999)健康食品管理

法罰則將減輕。 

41 健康食品管理法到 2006 年 4 月 28 日公告修正，增列規格標準型管理辦法。本論文主

要關注健康食品管理法與靈芝相關的部份，關於健康食品管理法的政策制訂的互動過程，

請參考陳育嫻(2007)。健康食品管理法於 2006 年 4 月 28 日公告修正，增列規格標準型

管理辦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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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毒理學」等字眼，在後續健康食品管理法的修正案中，修正為「安全性評估」。主

事者基於食品不應該觸及藥品、毒理等相關字眼的原因，陸續修訂相關文字。見 1999

年 12 月 22 日公告修正版本之健康食品管理法第三條。筆者的資料來源為中國農業化學

會(2000)文末附錄。 

43 鍾蓮芳、吳佩蓉(1999)健康食品管理法 三讀通過。民生報，1 月 15 日。 

44 當時首先公布這五種功效評估辦法，與國內機構的評估能力有關，也與健康食品審議

委員會成員的協商有關。醫藥背景的學者，較難接受某些觸及到藥品邊界的保健功效，

因此當時決定先開放這些較無爭議的項目（科學家Ｊ）。 

45 說是多數的原因是，關於牙齒保健的項目，在中國的官方文件並未找到直接對應的條

文，類似的項目為「防齲護齒」，而日本的特定保健食品則列有「牙齒保健」之功效，

字眼一致，因此，我認為這個項目的根源應為日本，故稱多數保健功效源於中國，少部

份源於日本。 

關於中國的部份，在 1995 年於「中華人民共和國食品衛生法」賦予保健食品法律地

位，接著於 1996 年公布了「保健食品管理辦法」管理保健食品巿場，並且於 1997 年 2

月 28 日發布了「強制性國家標準 GB16740-1997《保健（功能）食品通用標準》，明訂

產品對於人體機能的調節可分類為十三類：調節免疫、延緩衰老、改善記憶、促進生長

發育、抗疲勞、減肥、耐缺氧、抗輻射、抗突變、抑制腫瘤、調節血脂、改善性功能、

調節血糖等。隨後中國衛生部又於 1997 年 6 月 3 日發文新增 12 種保健功能，包括調節

血糖（重複，原文即如此，筆者不作更改）、改善腸胃道、改善骨質疏鬆、改善視力、

對化學性肝損傷有保護作用、改善營養性貧血、調節血壓、改善睡眠、促進泌乳作用、

美容作用（袪痤瘡、袪斑、保持皮膚水份、油脂與 pH）、促進排鉛、清咽潤喉，共計有

24 種功效。防齲護齒、預防脫髮雖然不在官方公布的保健功能之列，但中國衛生部也

曾批準相關保健食品上巿。中國衛生部陸續增刪保健食品的檢驗規範，於 2003 年發布

《保健食品檢驗與評價技術規範(2003 年版)》。參考資料見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標準 保

健(功能)食品通用標準 GB 16740-1997。

http://www.zhciq.gov.cn/OutAdmin/UploadFile/201506040516140156.pdf，調節血糖在前

後文件中重複，原文即如此，筆者不作更動。以及嚴衛生、何來英(1999)。 

46 中國有，臺灣沒有的保健功效，包括「改善記憶、促進排鉛、清咽、改善睡眠、促進

泌乳、提高缺氧耐受力、對輻射危害有輔助保護功能、改善生長發育、袪挫瘡、袪黃褐

斑、改善皮膚水份、改善皮膚油份、促進消化、通便、對胃粘膜損傷有輔助保護功能」

中華人民共和國衛生部(2003)。 

47 在表 18，我們也看到兩項中國有，而臺灣沒有的項目，即改善視力與抑制腫瘤。科

學家Ｊ提到因為這些「保健功效」碰觸到「醫療效能」，而為醫師群體反對，所以衛生

署也決定不正式公告。換言之，衛生署必須為「健康食品管理法」第二條所提「提供特

殊營養素或具有特定之保健功效…之食品」與「以治療、矯正人類疾病為目的之食品」

劃出界線。 

前述已提及官方以一般敘述、保健功效與醫療效能，區分食品、健康食品與

藥品。但從歷史發展過程來看，保健功效與醫療效能之間的界限會隨行政命令的

公布而有些微變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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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放寬「骨鈣」與「血糖」相關醫療效能的認定。舉例來說，比較 1999

年 7 月 31 日公告的「食品廣告標示詞句涉及虛偽、誇張或醫療效能之認定表」

以及 2005 年修訂版本(附錄一)，可以發現「詞句涉及醫療效能」的「骨鈣流失

及骨關節退化之治療及修補」一文，被刪除了。參考衛生署 1999 年公布之「健

康食品之改善骨質疏鬆評估方法」，那麼反而突顯保健功效與醫療效能區分的武

斷性。因為官方公布的「改善骨質疏鬆」是「保健功效」，而民間所說「預防骨

鈣流失」則是「醫療效能」，似乎不那麼有說服力。此外，血糖也是一例。「調節

血糖功能」是「保健功效」，「抑制血糖濃度」則是「醫療效能」。最後政府在 2005

年版本刪去了「骨鈣流失及骨關節退化之治療及修補、健胃整腸」以及「抑制血

糖濃度上升」等字詞，也就是放寬對此類功效之廣告標示之限制。 

政府決定用「保健」字眼，來區隔「保健功效」與「醫療效能」。譬如 2013

年，「改善骨質疏鬆功能」被改成「骨質保健功能」、「不易形成體脂肪功能」改

成「不易形成體脂肪保健功能」，2015 年「延緩衰老功能」改成「延緩衰老保健

功效」。政府似乎認為，只要加了「保健」兩個字，就能迴避「醫療效能」與「保

健功能」的曖昧關係。但總的來說，「保健功效」逐漸獲得合法性，政府陸續公

告，目前已有十三項評估辦法。 

就實際的管理層面來看，「醫療效能」字眼的擬定，是由學者專家組成的「廣

告標示委員會」擬定的。委員會由不同專家學者組成，什麼詞句能不能寫，是由

這些委員一起討論出來的。原則上是擬出共識，供衛生署決議，如果有委員反對，

那麼就比較難處理。委員會的開會過程，第一次先讓各委員交換意見，並且表決，

若無共識，則於第二次開會前，搜集各委員的書面意見，採取不記名的方式，供

各委員參考，再於會議中表達意見。視實際情況，最後彙整意見供衛生署參考，

由衛生署裁決公告，作為裁罰業者不實廣告標示之依據。若業者不服裁服，可提

起訴願。衛生署召開訴願委員會，裁定該行政處分是否恰當。在行政處分層次，

一般敘述、保健功效與醫療效能的判斷，仍保有一定彈性的裁量空間。 

 

表 18 中，「輔助調整過敏體質」的功能評估方法，則是臺灣原創的評估方法，這個部

份將於次章討論。 

48 黃頂力(2002)台灣的健康食品管理法抄襲大陸且更不尊重健康基本人權。網址：

http://www.hf123.com/TW%27s_Health_Food_Act_copied_the_Mainland%27s.htm 

49 這些委員包括食品界代表、營養界代表、毒理學代表、消基會代表、法律律師那邊代

表，還有媒體及廣告傳播的學者等等。 

50 科學家Ｊ提到，「養顏美容還可以寫，青春永駐不能寫了」，他提以前可以寫，現在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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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是因為「啊就有人反對呀。本來說小便順暢可以，現在說小便順暢不可以，就大

便順暢，反正就說委員裡面有不同意見，到時候就，就沒辦法，也不算共識決，相當於

共識決，如果有誰極力反對的話，就較難處理啦（台語）」。 

51 http://www.fda.gov.tw/TC/siteContent.aspx?sid=1760#.Vjn47W4pwvh 

52 http://www.sdfda.gov.cn/filedown/admin/12671467264375794242367161.pdf 

53 潘子明教授提到「在第一軌的個案審查制度下，第一種紅麴產品訴求血脂調節功效，

必須做動物或人體試驗，證實其有此功效。同樣是紅麴產品，訴求的功效仍為血脂調節，

一樣要花 費約新台幣一百萬進行功效評估，才能申請健康食品。紅麴調節血脂之機轉

已甚明確，有效成分種類與分析方法均已確定，每一種同類產品雖訴求功效相同，卻仍

要花費高額評估費用。有鑑於上述重複功效評估現象，2007年衛生署將健康食品審查制

度擴增為雙軌制，除原有個案審查制度外，新增規格標準制度」。見潘子明(2009)健康食

品規格標準，衛福部食品藥物消費者知識服務網。

https://consumer.fda.gov.tw/Pages/detail.aspx?nodeID=272&pid=5163 其法源依據為健康

食品管理法第三條：一、經科學化之安全及保健功效評估試驗，證明無害人體健康，且

成分具有明確保健功效；其保健功效成分依現有技術無法確定者，得依申請人所列舉具

該保健功效之各項原料及佐證文獻，由中央主管機關評估認定之。二、成分符合中央主

管機關所定之健康食品規格標準。 

54 出處同上。 

55 陳育嫺(2007)在她的論文中，已經提到利益團體（如國內產官學研重要人物組成的國

家生技醫療產業策進會，以及中華民國直銷協會）如何積極促成健康食品管理法修正案，

本文不再重複。 

56 早在 1986 年，日本健康食品業者組成「日本健康食品協會」，在厚生省的指導下，為

健康食品訂定規格標準，合乎標準時，得蓋上經協會認可之標籤販售；國內有少數單位

（如台北巿衛生局）及學者，建議臺灣的衛生署對巿面上的健康食品以類似方式進行管

理。56然而衛生署並無正面回應。在 1988 年 7 月，臺灣業者仿效日本作法，組成「健康

食品協會」，並與日本健康食品協會締結姊妹會，督促政府單位訂定法規。見民生報(1986)

健康食品管理，一片空白。6 月 30 日。民生報(1988)健康食品廠商籌組協會。7 月 3 日。

聯合報(1988)健康食品協會成立，致力提供正確資訊。9 月 4 日。 

57 陳建發(1989)為靈芝訂定國家標準。經濟日報，10 月 15 日。 

58 其他食品加工規格，包括苜蓿芽、菇類、蝦夷五加、γ－亞麻酸以及甲魚（乾燥粉末）

等品項。 

59 黃靜宜(2002)健康食品擬採雙軌制。民生報，3 月 7 日。 

60 潘子明(2009)健康食品規格標準，衛福部食品藥物消費者知識服務網。

https://consumer.fda.gov.tw/Pages/detail.aspx?nodeID=272&pid=5163 

61 關於難消化糊精的部份，潘子明指出是因為分析方法尚未建立。見上註腳。關於乳酸

菌的部份，科學家Ｊ受訪時提到乳酸菌都是特殊菌種，成分、劑量與功效的關係，極為

複雜，所以政府無法，而且也不該去認證特定菌種的特定功效，以免引發業者爭議。關

於通過健康食品認證與乳酸菌菌株種類、以及廠商分布情況，可以參考潘子明(2005)通

過健康食品認證之乳酸菌產品之 PPT 檔案。網址：

http://www.talab.org.tw/download/9411023.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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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 科學家Ｃ說「你們講那個規格，坦白講，我們很難精確去定量，對不對？光一個多醣

就搞死了。我們現在把這個跳掉。三萜呢？三萜的組成，譬如說赤芝的組成，至少至少

兩百種不同化合物，這兩百種標準品在那裡？沒有人有呀。好的實驗室了不起十幾種標

準品呀，那其他的長什麼樣，不知道，完全是看人家畫的圖，那個圖到底對不對，坦白

講，大家都有疑慮呀。」 

63 科學家Ｊ說「那麼多品種，那一個品種可以？我講不出來。『這個品種可以，那個品

種不行』我不會被人砍殺嗎？（台語）不是這樣嗎？不同的產地、產區，不同的材料進

來，會怎樣？不知道呀。」 

64 民生報(2001)巿場透析。法令上路正視聽。1 月 19 日。 

65 董事長曾水照於 2010 年接受專訪時表示，「跨足直銷業完全出於無奈」。他提到，1990

年代，「大家都知道保健食品是未來，但是『健康食品法』也在此時緊跟著上路，對於

健康食品廣告設下嚴格的限制。法律明文規定，健康食品業必須經過嚴格科學證實具有

實際『功能性（或稱療效）』才能進行廣告，而廣告許可證的取得曠日費時，企業的投

資報酬年限展延得太長。此時，直銷特有的不經過廣告，由消費者分享彼此使用心得的

『口耳相傳』行銷模式，成為保健食品的首選通路。曾水照說，直銷這種產業實在非常

神奇！當會員數與營業額達到一定規模時，每年就會以 20％、30％的速度飛快成長，這

是一般實體通路業者難以想像的」。林奇伯(2010)誰說直銷不需要實體通路。遠見雜誌，

285 期。3 月 1 日。民生報(2001)巿場透析。法令上路正視聽。1 月 19 日。 

66 「如新公司 Pharmanex 事業處，贊助心臟醫學研究發展及台灣癌症基金會所舉辦的健

康博覽會，印製『與國人前三大死因奮戰』一書分發各界。安麗公司則與台北醫學院建

教合作，針對直銷商推出營養教育證書班，同時代銷天下雜誌的康健雜誌與保健叢書，

強化直銷商的專業知識以利產品推廣銷售」王家英(1999)如新企圖奪回傳銷業龍頭寶座。

經濟日報，8 月 2 日。 

67 野生採集靈芝，產量與品質皆不穩定，人工栽培靈芝，成本高、產量有限，培育時間

長。菌種的用法在於，能夠大量培養從靈芝萃取出的有效成份（如多醣體或三萜類），

使其生產「有效成份」的效益，超出野生靈芝或人工靈芝的含量，以販售「有效成份」

的方式，就具有與前兩者競爭的能力。以葡萄王的靈芝菌絲體的生產為例，研究人員陳

勁初說「靈芝用太空包栽培，生產期 4 個月，我們只需 7 天，120：7」，成本差異很大。

見彭杏珠（2011）。 

68「加強生物技術產業推動方案」內容，見

http://www.biopharm.org.tw/promoption_program/promoption_program.html。上網時間：

2014 年 5 月 1 日。 

69 由於「健康食品」為法律名詞，濫用會觸法，故一般人多以「保健食品」代之。其研

究成果匯整為 2002 年及 2003 年的「保健食品研究開發計畫成果發表會」會議手冊。 

70 以政府認證產品進行區隔的業者，如雙鶴極品靈芝。 

71 如 LZ-8、多醣體 F3 區段或其中的小分子蛋白，都被認為是靈芝中的有效成分，比起

過去的多醣體與三萜類，「價值」的物質基礎越來越走向分子化。 

72 聯合報(1988)食品當藥品廣告 欺騙消費者。衛署投入六百萬，進行反廣告。6 月 11

日。 

73 相關法令還包括「藥物藥商管理法」、「醫師法」、「出版法」等等。見朱廷章(1988)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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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 反廣告一舉奏效？公權力何其不彰！聯合報，6 月 23 日。 

74 聯合報(1988)健康食品 畸形現象。7 月 4 日。 

75 詹建富(1990)不法食品試吃，近日登場。2 月 10 日。 

76 黃正一等(1987)「健康食品」販售管理問題。立法院公報 76:40，頁 96-96。網址

http://gaz.ncl.edu.tw/detail.jsp?sysid=D8705448 

77 全文網址：http://www.cadsm.org/dsrc-tn/research/case-study/lib-case.htm 

78 黃明和質詢(1987)健康食品之管理等問題。立法院公報 76:78，頁 137-138。全文網址：

http://gaz.ncl.edu.tw/detail.jsp?sysid=D8709450 

79 台北巿衛生局第七科科長蕭東銘指出「衛署在民國七十九年才與國貿局協議，針對易

被誤認為藥品的錠狀、膠囊和片劑食品，責由進口廠商提供資料送衛署審查、核備」。

聯合晚報(1989)健康食品不是藥品！7 月 5 日。民生報(1993)食品、藥品 灰色地帶應釐

清。7 月 10 日。 

80 臺北巿政府(1990)抽驗市售所謂健康食品(錠或膠囊食品)不合規定名冊。見臺北市政

府公報 79:夏:5，頁 15-16。全文網址：http://gaz.ncl.edu.tw/detail.jsp?sysid=E1206824 

81 林進修(1991)魚油、大蒜精 實為食品。5 月 30 日。 

82 民生報(1991)健康食品誇稱療效 業者脫法，衛署盼自我約束。5 月 31 日。 

83 劉東皋(1993)巿售健康食品多誇大功效。經濟日報。1 月 6 日。 

84 法務部函(1993) 市售所謂之「健康食品」如經查有藉由不當銷售管道哄抬價格或謀

取暴利、強迫推銷、巧取詐騙而涉及刑責者，希依法嚴予追訴。法務部公報，153:90-91。

全文網址：http://gaz.ncl.edu.tw/detail.jsp?sysid=D9300782 

85 黃漢華(1993)藥品當食品賣 罰三萬。聯合報，7 月 10 日。 

86 民生報(1993)食品、藥品 灰色地帶應釐清。7 月 10 日。 

87 關於「特殊營養食品及輸入錠狀、膠囊狀食品，應向本署辦理查驗登記及其作業要點」

之公告，見衛署食字第 83071329 號。該字號於 103 年 1 月 8 日廢止，依食品衛生管理

法第 21 條更改為「特殊營養食應向中央主管機關辦理查驗登記」。見衛生福利法規檢索

系統。新聞報導見薛桂文(1995)錠狀膠囊食品進口，查驗登記核可才放行。民生報，2

月 7 日。 

第六章 

1 本章年表見附錄一，與靈芝相關的健康食品認證見附錄二。 

2 趨使業者申請健康食品的動機，與其說是「取得巿場第一」，不如理解成「不願落後」，

因為當競爭對手（也許是規模較小的公司）取得健康食品認證時，原先巿佔率第一的大

公司，該公司想像他們可能會面臨消費者質疑：「為什麼你這間大公司沒取得政府認證，

反而小公司取得政府認證，你們的生產與品管的能力，怎麼了？」因此，固然我們可以

認為大企業追求健康食品認證，是出於取得未來收益的動機，但換個角度想，「維持聲

譽」（面子）可能是組織行動更為核心的動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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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王家英(1999)傳銷業加強研發 建立競爭優勢。經濟日報，7 月 29 日。 

值得一提的是，食品業、藥廠、生技公司投入保健食品產業，不單純是健康食品管理法

的關係，而應該視為國內外巿場趨勢、政府政策引導以及廠商策略選擇的結果(安勤之 

2012)。 

4 見衛生福利部「衛福部審核通過之健康食品資料查詢」，網址：

https://consumer.fda.gov.tw/Food/InfoHealthFood.aspx?nodeID=162 

5 到 2015 年底，巿面上總計有多少種類的靈芝產品，筆者不清楚。然而，根據靈芝基

金會(Ganoderma Foudation)2005 年 10 月的調查，當時巿面上約有 18 家公司銷售靈芝相

關產品，產品品項計有 60 多項，那時僅有 4 家公司、5 項產品取得健康食品認證，政

府共核發 7 張許可證。能取得健康食品認證的公司，包括雙鶴、如新、葡萄王與統一企

業，都是老字號且較具規模的傳銷商與食品業者，其中農場式經營或者從中國進口產品

的業者，並無足夠意願以及資源，申請健康食品認證。靈芝基金會的靈芝調查報告表，

見 http://www.07f.org/upload/Lock_FinalCompareTable.pdf。 

6 筆者也曾考慮過是否應該使用「品管科學」的概念，因為受訪者認為健康食品管理法

的本質是品管（科學家Ｊ）。然而，品管在企業管理的領域，有淘汰不良品、留下合乎

標準商品的意涵，就一般情況而言，應該淘汰品的比率越低越好，標準品則是多數。但

是在健康食品認證的例子裡，卻是合乎標準的少，不符標準的多，因此「掛保證」的意

涵，強過「管理」（降低不良率）意涵。也就是「強化」(enhancement)的意思大於「淘

汰」的意思，因此具正面肯定意思的「認證」，成為我所青睬的概念。因為「證」在中

文的意涵裡，有具有「徵驗」的意思，而偏旁的「登」，《說文》解釋為「上車」，《爾雅‧

釋詁》釋為陞也，《玉篇》上也，進也。表示「登」有高升，獲得尊崇的意象。因此，「認

證」的概念，就形象上來說，也可以理解為「搭上政府的順風車，為眾人仰望」的意思。

因此，我採取「認證」作為我的核心概念，點出物質成為「健康食品」的特殊協商過程。 

7 參與審查的學者提到「衛生署會先做形式上的審查，看看那個文件有缺，如果都備齊

了就送到委員會那裡。委員開會不是所有人全部都到，會挑不同專長的人。如果這個保

健功效是某個委員做的，這個委員就不會在裡面審查。衛生署會知道你幫業者做的保健

功效，因為老師有實驗室嘛，也不會每次都挑一樣的人。那開會審查的時候衛生署的人

是不表示意見的，委員會針對這些 case提出一些問題，業者也不知道是哪些委員審查，

因為我們這些委員看完以後把意見寫出來，傳過去給食品衛生處，他們會再把所有的意

見集合一下，裡面不會寫那個委員的意見，是綜合所有的意見，那業者就會根據這些意

見，再寫出一個回覆的東西」(黃瑩純 2008:81)。 

8 衛生署之所以將健康食品審查業務委外辦法，是因為健康食品巿場需求量上升，政府

審核案量增加，為了分攤行政負擔，並基於專業分工的考量，故委外代施審核。見施伶

穎(2009)健康食品第二軌查驗登記與實務之 PPT 第八頁。其法源依據為 2007 年 10 月 24

日發布施行之「健康食品查驗委託辦法」。網址：

http://www.nnfa.org.tw/chyy1/store/F4/%E5%81%A5%E5%BA%B7%E9%A3%9F%E5%93%81
%E7%AC%AC%E4%BA%8C%E8%BB%8C%E5%88%B6%E6%9F%A5%E9%A9%97%E7%99%BB%
E8%A8%98%E8%88%87%E5%AF%A6%E5%8B%99980615%5B1%5D.pdf 
就行政院衛生署曾公布之函釋，2008 年、2009 年、2013 年，查驗相關業務皆委託「財

團法人醫藥工業技術發展中心」審查；2015 年之業務，則委託「財團法人醫藥品查驗

中心」審查，其他年間函釋未見於網路公告。 

9 靈芝未開放規格標準，故此章僅考察第一軌個案審查部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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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該委員會後於 2013 年隨政府改制更名為「健康食品諮議會」，又於 2014 年更名為「健

康食品審議小組」。相關法源依據，請參考「衛生福利部食品藥物管理署健康食品審議

小組設置要點」。此處援引「保健食品安全評審與功能評審委員會」的說法，因為這是

1999 年時的組織名稱。衛生署委託他們研擬辦法，但後來 1999 年能夠正式公告施行的，

僅有五項，請參考第五章的討論。 

參與擬訂的委員均為無給職，其目的為研訂安全及功能評估方法，以提供產官學界參考

依據。 

11 江文章教授對於保健功效評估辦法的研擬影響極大，有必要對其經歷稍作說明。江文

章教授被稱為「臺灣保健食品之父」。他是東京大學農學博士，教研食品加工與工程學，

因為個人經歷以及日本學術研究食物確實具有醫療功效，有鑑於日本保健食品產業的發

展，以及世界各國投入研究保健食品的趨勢，鼓吹政府部門推動保健食品開發與研究，

對臺灣的保健食品發展極富影響力。他在 1997 年至 2000 年間，擔任臺灣大學食品科技

研究所所長，1999 年至 2002 年間任跨部會「保健食品研發計畫」推動委員會委員，以

及臺灣保健食品學會[原為中華保健食品學會]第一、二屆理事長，期間正是臺灣保健食

品及健康食品經歷科技轉型的時期。見江文章履歷：

http://www.fst.ntu.edu.tw/teacher/jiang/teacher.htm，以及林欣儀(2014)台灣保健之父台

大教授江文章榮退。中時電子報，8 月 27 日。

http://www.chinatimes.com/realtimenews/20140827004495-260405 

12 更名時間的資訊，依據內政部人民團體全球資訊網提供之資訊。台灣保健食品學會，

成立時間為 1999 年 1 月 16 日。立案字號為 9019281，即 2001 年（民國 90 年）成立。

見台灣保健食品學會之學會簡介。http://www.thfs.com.tw/paper.php?g=1。 

13 關於健康食品的保健功效之修訂，筆者手邊有兩份重要的研討會手冊，顯示了衛生署

大力仰賴台灣保健食品學會。學會曾於 2002 年舉辦《國內外保健食品管理與健康食品

修法研討會》以及 2005 年的《健康食品保健功效評估方法草案說明研討會》，會議內容

討論保健功效評估方法之草案與修正案。衛生署在這兩個研討會中，扮演了主辦或指導

的角色。後續正式公布的評估辦法，與學者在研討會上的內容雷同處甚多。譬如蔡敬民

教授提出調節血脂評估辦法、林璧鳯教授提出免疫調節評估辦法、江孟燦教授提出腸胃

道功能改善評估方法，及沈立言教授提出護肝功能評估方法（針對化學性肝損傷），他

們都是保健食品學會的重要成員，曾擔任理事或監事相關職務。見台灣保健食品學會

(2002)國內外保健食品管理健康食品修法研討會。衛生署極為仰賴學者專家，尤其是學

術團體的中介，協助行政管理。對此，科學家Ｌ與Ｊ都曾表示，我們的政府太過仰賴專

家學者，而缺乏自己的行政主張與判斷力。 

14 檢視衛福部「食品藥物消費知識服務網」，查詢「輔助調整過敏體質功能」的健康食

品，第一項跑出來的許可證字號，A00069 是雙鶴御品靈芝。查詢許可證內文，該許可

證併列「延緩衰老功效、輔助調整過敏體質」兩項保健功效。這是因為雙鶴集團勇健工

業股份有限公司，採取新案方式，申請增加該產品的保健功效，並於 2009 年 6 月 15 日

獲衛生署核準換發新證。因此，在該公司官網產品宣傳上，提到「雙鶴公司靈芝產品獲

得四張全國第一的健康食品認證」，但是細究來看，該公司除了前三項功效可稱為全國

第一，第四項就如該公司自己所說，是「靈芝類產品全國第一」。業者模糊前三個「第

一」與第四個「第一」的差異，顯然是出於便於行銷的考量。相關資料請參考衛福部網

頁：https://consumer.fda.gov.tw/Food/InfoHealthFood.aspx?nodeID=162；雙鶴公司官網「健

康食品認證」條目（特別是「輔助調節過敏認證」之許可證圖片檔）

http://www.doublecrane.com.tw/dc/html/certification/index.aspx。以及雙鶴公司傳銷商的

宣傳部落格所透露的「2009 年榮獲全國第一張靈芝類『輔助調整過敏體質』健康食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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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證」之訊息（粗體為我所加），網址：

http://blog.xuite.net/stupidkid.dc/twblog/143168792。 

15 圖一雖然是 2007 年以後的版本，但作業流程與 1999 年來的執行程序無太大差異，只

是新增了 1999 年後到 2007 年間的保健功效，因此仍具參考價值。差異在於 1999 年的

版本，是由「衛生署文件初審」，以及由「衛生署評估結果審核」，2007 年後則將這些

業者委外辦理。 

在 2007 年，當時的衛生署公布了健康食品許可的規格標準，提供第二軌申請健康食

品的管道。經由此管道申請健康食品認證者，不需經科學實驗，只要能夠提供足夠的文

件資料，包括產品成分規格檢驗報告以及規格標準符合性，經衛生署審核通過，即可取

得健康食品認證。政府於 2007 年訂出魚油及紅麴的產品規格標準，後續未再公布新的

規格標準。 

16 林璧鳯教授提到「由於本計劃申請人多年從事營養與免疫的相關研究(Lin 1996ab, 

1997ab, 林 1997)對營養素對動物體的免疫反應的影響指標測定已有經驗，希望能在此

項工作貢獻一己之力，因此，本研究擬探討在評估後天免疫力時，其免疫相關的指標應

注意事項，以能確切地評估免疫相關的實驗數據所代表的意義，以期將來能用以評估保

健食品的免疫功效」(林璧鳯、陳妙齡、林金源 1999:5)。  

17 Timmermans 與 Berg 指出成效標準(performance standards)通常是為工作制訂一個適

當的完成率，若是達成這個比率，就算達標。至於流程標準(procedural standards)，則是

為操作流桯訂定細節規範，譬如常常聽到的標準操作流程(Standard Operating 

Procedures)，就是規範每個執行的步驟的作業流程。程序標準直接規範人類行為模式，

也是 Timmmermans 等人認為最重要的一種標準。相關討論見 Timmermans 與

Berg(2003:25-26)。 

18 「保健食品功能學評價程式和檢驗方法」見財團法人醫藥品查驗中心，大陸醫藥品法

規諮詢服務平台。網址：

http://www2.cde.org.tw/CSMA/DocLib2/07.%E5%8A%9F%E8%83%BD%E8%A9%95%E4%BC
%B0%E8%A6%8F%E5%AE%9A/04.%E8%A1%9B%E7%9B%A3%E7%99%BC%EF%BC%BB1996%
EF%BC%BD38%E8%99%9F-%E7%99%BC%E5%B8%83%E3%80%8A%E4%BF%9D%E5%81%A5
%E9%A3%9F%E5%93%81%E5%8A%9F%E8%83%BD%E5%AD%B8%E8%A9%95%E5%83%B9%
E7%A8%8B%E5%BA%8F%E5%92%8C%E6%AA%A2%E9%A9%97%E6%96%B9%E6%B3%95%E3
%80%8B.pdf 

19 「較佳結果」指的是實驗反應較為靈敏，雖然 H-thymidine incoroperation 法與 MTT

法皆可評估Ｔ細胞之增生能力，但前者的實驗反應較為靈敏，能看出數值的差異。 

20 推論依據如下：「雄鼠終體重受到飲食的影響，組間有顯著差異，顯示飲食可能影響

生長狀況，並不是探討免疫功能影響需要的。而雌鼠間的終體重組間無顯著影響，顯示

飲食不影響生長狀況，而雌鼠的脾臟重與 T細胞之增生能力在組間有顯著差異，顯示飲

食影響免疫相關的組織和功能」(林璧鳯 1999:20)。從這段推論來看，雄鼠組間有顯著

差異，意味著雄鼠飲食上可能會相互影響，譬如搶食情形較母鼠嚴重，因此，實驗設計

上，或許可用獨立飼養的方式，避免集體飼養造成的搶食，影響老鼠組間的終體重。 

21 粗體跟底線為我所加。 

22 執行期間為 1999 年 7 月 1 日至 2000 年 6 月 30 日。 

23 YK-01 與 YK-07 是產品代號，YK 是雙鶴公司「勇健工廠」的縮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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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陳光地的相關簡介，請參考陳光地(2008)保健食藥用菇類(靈芝)研發及應用之介紹之

PPT 檔案。網址：http://eshare.stust.edu.tw/EshareFile/2010_1/2010_1_7d65951c.pdf 

25 如果帶進第四章雙鶴公司與葡萄王公司的靈芝大戰的脈絡，就更能理解雙鶴公司期待

科學家實驗成果的心情。 

26 科學實驗與實驗動物的性別使用，目前仍具爭議。美國國家衛生研究院的新政策要求

所有受資助的科學家，在每項實驗中使用相同數量的雄性與雌性動物，這項政策想讓科

學研究重視性別差異，但此項政策被批評為浪費研究資源，增加實驗複雜度。相關討論

見 Janine A. Clayton, and Francis S. Collins(2014)與 Fields(2014)。 

27 關於實驗多採用雄鼠的說法，見作者不詳(2010)動物實驗中偏用雄性的問題，《知識

通訊評論》第 93 期，頁 34-35。 

28 如果要作不同性別，實際設計會更複雜，而經費也大增，因此研究者往往以單一性別

實驗動物為研究對象。就科學的角度來說，研究者們樂見考慮性別的實驗設計，就經費

的角度來說，研究目的本身，必須考慮性別或其他因素更加重要。研究者必須權衡輕重，

在有限的資源下進行實驗。 

29 臺灣大學於 2000 年 10 月 21 日於校務會議通過「國立臺灣大學實驗動物照護及使用

委員會設置要點」，管理實驗動物之照護及使用。 

30 就實驗設計來說，筆者的受訪者指出「如果要實驗男性，那就用公鼠。譬如高血糖的

疾病，以男性為主，就會用公鼠」。 

31 以 YK-01 為例，林璧鳯寫道「根據該公司先前實驗以每天 10顆的劑量在短時間呈現

效果為參考，靈芝 YK-01的建議攝取量則為每天 0.45g*10顆=4.5g/day時，靈芝 YK-01

管餵劑量，是依據實驗動物與人體表面積比等效劑量換算比率表所計算的」，該實驗設

有低中高三個劑量組，探討劑量差異是否影響實驗結果，見林璧鳯(2000:17)。另外，關

於「極品靈芝」的研發歷程，可參考陳光地(2000)。 

32 我們發現有趣的物種階序的建構過程：如果只是人吃的，那麼該物為食品。如果經過

一定儀式（研究程序），給老鼠吃的，將轉變成為「健康食品」；如果經過一定嚴格程序，

給人吃的，就可能轉成為「藥品」。因此，除了人有通過儀式之外，物也有不同的通過

儀式，可以轉變成為食品、健康食品或者藥品。 

33 科學家Ｌ提到「食品的功效，是因為人類吃了有效，所以想要釐清怎麼回事，才用小

鼠來作實驗，因此小鼠實驗不是依據，而是試著去解釋的道具」。從社會學的角度來看，

在健康食品認證的世界，單單僅是未經控制的人類見證，已不足為恃，經嚴格控制的實

驗程序，才能建構健康食品保健功效的可靠信用。簡言之，面對大眾社會，一個由陌生

人組成的世界，人與人之間的信任，由物質（實驗室、行政機關）與專家（科學家、政

府官員）專家系統比起面對面的個人見證更值得信任(Giddens 2002[1991])。 

34 此處三組劑量的設計，就筆者觀察，應該有參考中國 1996 年公布的「保健食品功能

學評價程式和檢驗方法」，設定三個劑量組，且高劑量組應在五到十倍劑量的建議。但

是 YK-07 設定 3 倍劑量的原因，應該是基於控制老鼠的總攝取量的考量，以致進行後續

的飲食分析。因為小鼠每公斤重之靈芝 YK-01 給予量為 0.585 克，高劑量組（五倍）則

為 2.925 克；YK-07 給予量為 0.985，高劑量組（三倍）為 2.955。 

35 IgE 與 IgG1是不同類型的免疫球蛋白(Immuno globulin，Ig)，依據結構不同，而分別命

名為 IgE 與 Ig G1。免疫球蛋白，是指具有抗體活性或化學結構與抗體相似的球蛋白。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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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介紹可參考亞洲大學‧中草藥資訊實驗室「免疫球蛋白」的介紹：

http://herb.asia.edu.tw/tcmcenter_c/story2-12.htm 

36 衛署健食字第 A00003 號許可證：

https://consumer.fda.gov.tw/Files/infohealthfood/A00003.pdf 

37 維達有限公司取得衛署健食字 A00001 號，連法國際實業股份有限公司取得健食字

A00002 號，兩者皆為外商公司。見衛生福利部審核通過之健康食品資料查詢網頁。 

38 讀者乍看本節，可能會覺得現象奇特：政府拿錢資助學者作業者產品的實驗。然而，

檢視林璧鳯繳交衛生署的結案報告，標題為「以巨噬細胞活性作為評估食品免疫機能性

之方法探討」，內容強調「方法確立方能使管理落實」(2000:3)，建了評估方法的可行性，

因此採取已有研究證實具免疫促進或抑制作用的靈芝為材料，希望能「完成一套更完整

的評估免疫相關的指標，來評估免疫相關的實驗數據所代表的意義，以期將來能用以評

估其他保健食品的免疫功效」(ibid.:11)。因此，研究報告的目的在建立與評估「評估方

法」，範例則是建立方法與評估方法的優劣所必須的。基於探討「飲食因子對免疫反應

的影響」(ibid.:16)，靈芝成為這套方法的素材；在研究材料處，林璧鳯寫道「兩種靈芝

產品，Ganoderma tsuga YK-01 和 Ganoderma tsuga YK-07（某公司提供）」(ibid.:17)，並

無為廠商背書之意。這些證據提醒我們，事實上應該理解成研究報告後續被廠商直接拿

去申請健康食品認證，而不能理解為「政府直接資助產業申請健康食品認證」。 

39中國版本提到「由於病毒性和酒精性肝損傷的動物模型不易建立，而對化學性肝損傷

保護作用，在一定程度上具有代表性，故目前國內外一般均僅對化學性肝損傷有保護作

用的物質進行評價，因為僅在化學性肝損傷方面的病理切片中，動物和人體的病理現象

是一致的」淩關庭. 2001a. "保健食品功能評價(I)." 糧食與油脂 (6):42-44.。 

 臺灣版本為「造成肝臟疾病之主要因素有病毒性、酒精性與化學性三大類，而在老鼠

動物模式之病理切片中與人體有一致之病理現象者為化學性肝損傷。由於造成病毒性、

酒精性肝損傷之動物模式不易建立，因此本評估方法僅針對化學性肝損傷進行護肝功能

之評估」，並且提到「未來陸續將病毒性、酒精性肝損傷護肝功能之評估方法納入」。 

未來一等就是十年，衛福部於 2014 年 3 月 4 日預告即將修正「健康食品之護肝功能(針

對化學性肝損傷)評估方法」草案，並正名為「健康食品之護肝保健功效評估方法」，在

該草案中，衛福部新增了酒清性肝損傷之評估辦法，至於病毒性的評估方法仍未列入。

該草案新增「乙醯氨基苯酚」（誘導化學性肝炎損傷）與「硫代乙醯胺」（誘導肝纖維化

之慢性肝損傷）兩種評估化學性肝損傷的方法，以及「應用酒精液態飼料誘導酒精性脂

肪肝」與「針對高脂飼料誘導非酒精性脂肪肝」等方法。 

  目前採行版本，仍是 2003 年公布的化學性肝損傷之版本。見衛生部食藥署，第二

次預告修正「健康食品之護肝功能(針對化學性肝損傷)評估方法」草案，名稱並修正為

「健康食品之護肝保健功效評估方法」，發布日期為 2014-03-04。但目前仍是草案，未

正式公告施行。網址：

http://www.fda.gov.tw/tc/newsContent.aspx?id=10845&chk=215cd779-3679-4547-9fb6-2cf
0341accd4#.VbGyi7XLs2K  

40 目前網路上可以找到 2003 年的修正版，衛福部網站放的也是這個版本，見

https://consumer.fda.gov.tw/Law/Detail.aspx?nodeID=518&lawid=174。 

2000 年版本，筆者取自「植根法律網」：http://www.rootlaw.com.tw/index.aspx。另可查

閱「法源法律網」。 

41 該版本曾於 2002 年 9 月 19 日於國內外保健食品管理與健康食品修法研討會提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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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3 年正式公告(沈立言 2002)。 

42 譬如說如果審查委員對於評估方法有意見，那麼業者與實驗者耗費的心力都可能投諸

流水，就投資來說，風險未知，冒險可期。因此，一般業者也傾向跟隨政府公布的評估

方法，而非採取援引學術界最新發展。因此，「認證科學」相較於「研究科學」，就理念

上但求合格，不求創新，性質較為保守。 

43 許可證核發日期，應為 2001 月 4 月 20 日，衛福部網站誤植為 2002 年。佐證資料，

請參考《健康靈芝》2001 年夏季號，第 13 期，頁 17 所附的「行政院衛生署健康食品

許可證」。 

44 筆者查閱「臺灣書目整合查詢系統」，發現大量關於老鼠的「慢性肝損傷」或「急性

肝損傷」的文獻，但卻沒有文獻提到人類的「肝損傷」。因此，我認為「肝損傷」是「動

物實驗模式」底下的特殊概念，而非人類病理學的概念。 

 筆者查閱臺灣或者是中國的病理學教科書，都找不到「肝損傷」的字眼，只看得到肝

癌、肝硬化、肝炎（前三項臺灣，中國，皆有）、門脈高壓、其他（脂肪肝、肝衰竭、

循環障礙等）（出自臺灣教科書），因此，我認為「肝損傷」並非醫學專有名詞，而是保

健食品／健康食品領域的特殊概念。書者參考的臺灣教科書為吳毅穎等(2013)；以及中

國的教科書為和瑞芝(2003)。 

45 筆者反而必須依賴簡體網站，才比較瞭解「肝損傷」的概念意涵。我的解釋參考自百

度百科「化學性肝損傷」條目。見 http://baike.baidu.com/view/1258816.htm。以及王朝

網路(2011)何謂化學性肝損傷，見 http://tc.wangchao.net.cn/xinxi/detail_640477.html。然

而，也有網路百科認為「肝損傷」就是肝臟外傷或創傷，和此處屬於內科醫學的肝損傷

意涵顯然不同。見醫學百科「肝損傷」條目。http://wap.wiki8.com/gansunshang_22241/ 

46 高醫醫師黃釧峰用的概念為「病毒性肝炎」與「化學性肝炎」。另外，關於比較通俗

的解釋，也可以參考 iHealth 愛健康網站「熬夜會爆肝？蜆精是不能護肝的肝病殺手」

一文，見 http://i-health.cc/liver-health/。 

47該表前身為 1993 年 4 月 29 日訂定之「食品廣告標示詞句認定表」，於 1999 年配合「健

康食品管理法」的施行，於 7 月 31 日修正公告，後又於 2005 年 3 月 31 日修訂公告，

後續也有持續修訂，添加了營養素管理之類的內容。本節討論「護肝認證」的時間為

2002 年之後，故以 1999 年的版本作說明。見食品廣告標示詞句涉及虛偽、誇張或醫療

效能之認定表，衛署食字第 88037735 號。全文見植根法律網：

http://www.rootlaw.com.tw/LawArticle.aspx?LawID=A040170051002300-0880731。 

48 2000 年至 2015 年 7 月，共計有 32 項產品取得「護肝功能（針對化學性肝損傷）」的

健康食品認證字號，包括靈芝、牛樟芝、五味子、蜆精等產品。見衛生福利部審核通過

之健康食品資料查詢：https://consumer.fda.gov.tw/Food/InfoHealthFood.aspx?nodeID=162 

這些廣告可輕易於 Youtube 覓得。例如雙鶴靈芝專家刪去了化學性肝損傷的部份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Ia5GYarruG4。至於著墨於「護肝」與暴肝、加班、過

勞等相關概念銷售的廣告，可見葡萄王樟芝王的廣告，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Q-G8eXeYOEY。 

49 優活健康網(2012)熬夜容易爆肝？專家：錯誤迷思。5 月 25 日。網址：

https://tw.news.yahoo.com/%E7%86%AC%E5%A4%9C%E5%AE%B9%E6%98%93%E7%88%86
%E8%82%9D-%E5%B0%88%E5%AE%B6-%E9%8C%AF%E8%AA%A4%E8%BF%B7%E6%80%9D-
092000604.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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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 張倍綺(2011)台大研究：巿售「保肝」4 成恐無效。TVBS，2 月 22 日報導。

http://www.brion.org.tw/new-2-content.php?Show=1&LabelNo=&Seq=2459 
對於醫師來說，食品或藥品都不能保肝，如肝病權威陳定信指出肝再生能力強，只要「不

喝酒、不得 B、C型肝炎、不暴飲暴食就是愛肝」。台糖主管聽到這個說法，表示「[我

們的產品]有取得國家的認證；如果真的沒有效，怎可能取得認證？…該主管表示，就

他們與民眾的接觸，一般消費者都認為喝了[我們的產品]是有效的」。但台大肝炎中心

醫師黃凱文則說「我們所有健康食品都是由大鼠，動物實驗造成的，所以這些健康食品，

目前唯一有療效的應該是對大鼠，除非你是一隻大鼠，應該是不會得到確實的療效」。

產業界則認為，有動物科學實驗保障、國家認證還有消費者的認同，他們的產品是有效

的。見黃玉芳(2011)肝炎權威陳定信：蜆精、蜆錠、保肝丸都不保肝。聯合晚報，7 月

28 日。 

51 衛生署 100 年 8 月份處理食品違規廣告處罰案件統計表，網址：

http://www.health.gov.tw/Portals/0/%E8%97%A5%E7%89%A9%E9%A3%9F%E5%93%81%E8
%99%95/10008_food.pdf 

52 健康食品之延緩衰老功能評估方法。中華民國 92 年 8 月 29 日。植根法律網。 

53 同上。 

54 同上。 

55 橘川俊明(2006)日本保健機能性食品制度。發表於台日保健機能性食品科技與管理研

討會之 PPT 檔，頁 20。 

56 http://www.tnst.org.tw/ezcatfiles/cust/img/img/20061030CP_11.pdf。部份內容由筆者改

成臺灣用語。 

57 包括超氧化物歧化酵素(Superoxide dismutase，SOD)、葡萄糖六磷酸去氫酵素

(Glucose-6-phosphate dehydrogenase)、過氧化氫酵素 (Catalase)、麩胱苷過氧化酵素 

(Glutathione peroxidase，GSH Px)、麩胱苷還原酵素(Glutathione reductase，GSH Rd)。 

58見衛生福利部審核通過之健康食品資料查詢網頁：

https://consumer.fda.gov.tw/Food/InfoHealthFood.aspx?nodeID=162 

59 筆者致電傅惠鈺的論文指導老師王進崑教授，王教授提到「當時選擇廠商時，考慮了

很多家，但是最後選擇雙鶴公司，因為該公司的產品具穩定性，也就是自己栽培，品種

正確以及太空包生產等等。產品穩定性以及能夠大量供給學校使用，是最主要的考量。」 

 王教授提到，該研究是一篇探討範圍更廣的論文，非為協助廠商申請健康食品認證為

目的而作，提供給廠商的數據，僅是論文的一部份。該論文的研究目的，探討靈芝是否

能延緩人類衰老以及是否具肝毒性。就程序上，該論文符合學術規範的嚴謹要求，並經

過人體試驗審查委員會（IRB）評估，受試對象既非學生，亦非雙鶴公司員工，而是符

合學術要求的受試者。 

 該研究進行人體實驗的原因，一方面是為了出於醫學院訓練學生的需求，另一方面選

擇靈芝作為素材，則是因為靈芝既有人類食用經驗，又有大量的動物實驗佐證，但人體

實驗部份則較少討論。因此，學界對材料有需求，產業界對研究數據有需求，促成了雙

方的合作。 

 王教授曾應雙鶴公司邀請，發表靈芝實驗相關內容的學術演講，但王教授並未曾參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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該公司的產品銷售過程。就此來說，雖然產學合作，互惠共利，但是學術研究與商業銷

售，仍具分野。 

60 兩件為靈芝類產品，如以靈芝酸、多醣肽為有效成份的雙鶴御品靈芝，以靈芝粗多醣

為有效成份的桂格雙效活靈芝滋補液；以及以「總多酚」(以 ferulic acid 計)為品管指標

成分的佳格頂級玫瑰四物飲、佳格青春養身素與台灣綠藻公司之極品綠寶藻精王®滋補

飲。 

61 「健康食品不得宣稱人體實驗」的說法，是筆者致電台灣營養學會前理事長王進崑教

授所得。 

62 中華民國 104 年 7 月 9 日衛生福利部部授食字第 1041302343 號公告。 

63 資料來源：www.fda.gov.tw/upload/46/A138.doc 

64 筆者詢問江伯倫醫師，他提到「健康食品保健功效的評估辦法，並不是他一個人擬定

的，而是有一個小組，是三到五人為一小組(每項功能評估有不同的小組)，經由草擬、

修改、審查、說明會的程序擬出來的。」見 2015 年 9 月 18 日通信。 

65 此處的討論受訪者並不希望暴露太多訊息，因此我不註明是那位受訪者說的。讀者質

疑，是否「暱名」書寫也不行，對我來說「暱名」的意義只是作者求心安的。實際上，

若是使用索引技術，查閱同一暱名者曾提到的觀點，內行人不難比對出暱名者本人為誰。

加上暱名者本人要求不要接露資訊，因此我仍舊採取不註明受訪者的方式書寫此段。 

66 免疫調節部份，見 880802 衛署食字第 88037803 號公告之健康食品之免疫調節功能評

估方法。調整過敏與延緩衰老都提到人體的臨床試驗「必須委託國內外大學食品營養、

醫藥等相關研究所、醫學中心或其他中央衛生主管機關認可之研究機構執行，需有醫師

參與，並遵循衛生單位對保健食品人體實驗有關之相關規定」。見 960712 衛署食字第

0960403113 號公告之健康食品之輔助調整過敏體質功能評估方法，以及 920829 衛署食

字第 0920401629 號公告之健康食品之延緩衰老功能評估方法。 

67 肝病防治學術基金會撰稿人黃靜宜諮詢衛福部食品藥物管理署食品組科長周珮如與

好心肝門診中心健康檢查中心主任林姿伶後，指出護肝認證僅有動物實驗的原因是因為

「不能找已經有肝病的人來做實驗，因為食品不是藥，本來就不能治病」。因此在這樣

的限制底下，不列入人體實驗相關條文。肝病防治學術基金會檔案連結：

https://www.liver.org.tw/index.php?option=com_content&view=article&layout=liverarticle&
catid=135&id=2438&COLUMNMODE=2 

68 進一步來說，身為執行者的科學家，也是學院裡的小包商，為了維續經營校園實驗室，

他們和廠商合作，承包案件，再由底下學生進行實驗，學生生產實驗報告，換取學位；

廠商提供資源，取得實驗結果，得以維繫實驗室的日常。 

69 如 2002 年的國內外保健食品管理與健康食品修法研討會，以及 2005 年召開的健康食

品保健功效評估方法草案說明研討會。 

70 健康食品評估機關認定名單，http://www.thfs.com.tw/paper.php?id=20&g=6。 

71 筆者與江伯倫醫師 2015 年 9 月 18 日之通信。 

72 林璧鳯教授提到「實驗的劑量要算對，因為錯誤的劑量可能吃不出效果，而通常必須

把老鼠餵養一個多月，才能觀察出某種成分是否有效，如果劑量錯誤，一切的努力都將

白費」(吳亭瑤 200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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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 雙鶴極品靈芝、華茂如新超級靈芝GLP、統一活力寶典極品靈芝的護肝保健功效評估，

都是在林文川教授的實驗內完成的，見吳亭瑤(2006d:31)。 

74 雙鶴公司進行多醣體含量檢測，也證實「實驗方法及指標」對實驗結果的影響。見第

五節討論。 

75 英文使用 certification 的原因有二：健康食品許可證的英譯為 Certificate Of Health Food；

使用動名詞時態，強調「認證」的「過程」特質。 

76 值得一提的是，就算業者濫用學者名聲背書，引起學者困擾，但是卻有可能帶來非預

期的正面結果。1980 年代靈芝產業剛興起的時候，蘇慶華教授投入靈芝研究，並發表

相關研究，業者擷取片面作廣告，他並不追究業者，只是當時的氣氛讓他覺得「一定要

找一個東西哦，那個東西是你們廣告也沒用的，呵呵呵，就是我自己的東西噢，後來才

投到幾丁質上面去作」（筆者訪談），促使他投入生醫材料的行列，後來更以幾丁質研究

作為他的升等論文，成為將靈芝幾丁質發成展傷口敷料的專家。 

77 這是值得進一步研究的議題。某些學者「回歸學術研究」，是因為在健康食品管理法

剛開始落實時，保健食品功能評審委員會召集人江文章教授，召集了一批學者，協助國

家管理食品產業，提升產業水準，而承接健康食品相關工作（擬訂、執行與審查），但

是某些學者也因此遭受業者騷擾，因此萌生退意，回頭埋首學術研究，不與產業往來。

某些學者則「積極擁抱產業」，廣收學生，並且要求學生依照特定的保健功效評估方法，

試驗不同實驗素材，以此作為碩士論文，同時替業者完成健康食品認證所需實驗。若以

特定「保健功效評估方法」為關鍵字查詢各大院校學位論文，可見端倪，也是筆者未來

進一步想探討的主題：「健康食品管理法如何影響大學學術發展」。 

78 健康食品之素材情報，http://hfnet.nih.go.jp/contents/detail54.html。 

79 「常見食品與藥品交互作用」小卡，

http://hf.fda.gov.tw/TDRF_HUAS/Huas/NoticeContent.aspx?NOTICE_CODE=210。 

80 保健食品產業服務網，網址：http://www.functionalfood.org.tw/。 

第七章 

1 關於各項科技政策的歷史回顧，余依婷(2012)作了很好的整理，本文不再贅述。她回

顧了近廿年來的各項科技政策會議，包括全國科學技術會議、行政院科技顧問會議、行

政院產業科技策略 SRB 會議以及行政院生技產業策略諮議委員 BTC 會議。請見余依婷

(2012)附錄五的討論。 

2 依據 2004 年「行政院產業科技策略會議」結論而成立的組織。 

3 這套臨床標準的建構過程，請參考鄭居元. 2009. "新藥臨床試驗制度在生技產業政策推

動過程中變遷之探討." 政治大學科技管理研究所博士論文. 

4 「臺灣生技起飛鑽石行動方案」行動計劃（核定本）。網址：

http://www.ey.gov.tw/Upload/RelFile/26/64404/ccc6287c-9e20-4700-b4f9-575357008b0f.d
ocx。資料來源：行政院網站。 

5 http://investtaiwan.nat.gov.tw/doc/2009_10_01_1.pdf。頁 19。資料來源：投資臺灣入

口網。 

doi:10.6342/NTU201601133



313 
 

                                                                                                                                                        

6 商人固然可以從其出身，說明他們的價值，譬如紅麴膠囊，就像紅麴，有著清血的功

效。但是如果紅麴膠囊與紅麴一樣，商人要如何說服消費者進行交易？因此，他必須想

辦法證明，紅麴膠囊的價值高於紅麴。紅麴的價值依據，可能是古代本草經典，如《本

草綱目》，但是古書並沒有記載紅麴膠囊的價值，也沒有教導人們如何理解萃取精煉後

的產品，人們只能透過假定，類推紅麴膠囊應該具有紅麴的功效，但那僅僅是假定，再

者，誰能確定膠囊裡裝的真的是萃取過的紅麴，還是什麼其他混充的物品。因此，加工

過程使得物質本身的價值不再明確，而需要重新界定，也就是進入了「價值競技」的過

程。價值競技的概念，見 Appadurai(2008)。  

7 會中人員表示「在現階段國家資源有限的情況下，應先選定具有『區域重要性和廣大

巿場潛力』的生技產品來帶動後續生物技術產業的發展」，與會海外專家表示「台灣的

生技產業最好能從中草藥開發為切入點，利用工程技術研發生產高經濟價值的藥用作物，

以解決中草藥在製造前原料品質的控制問題」(許瑞祥 2001a.:17-18)。 

8 就第四點來說，許瑞祥沒有明講，實際上我讀起來指的就是指國內的傳銷業者，已經

有能力打入國際巿場。以雙鶴為例，已將傳銷網絡拓展到馬來西亞與日本等國家。 

9 何橈通受訪時表示「一、靈芝是具有潛力的醫藥及保健產品，解讀靈芝的基因體，對

瞭解靈芝的生理與有效物質的生[物]合成有非常大的幫助。二、本研究是台灣第一次獨

力針對一種真核生物的完整基因體進行解序及註解，…完全由臺灣國人獨立參與執行。

三、完整解讀基因體全序列，可使國內生物資訊研究由基因體註解的層次，進展到基因

解讀的層次。四、提升國內生物資訊領域整合能力，使我們邁入『以資訊驅動生物醫學

研究』的時代。五、靈芝基因體的資訊，再加上靈芝基因表現與蛋白質的研究與生物資

訊的整合，將會成為我國傳統醫學中，其他藥用真菌應用與開發的典範」(邱玉珍 

2006:9-10)。 

10 專利資訊，見中央研究院智財技轉處

http://otl.sinica.edu.tw/index.php?t=9&group_id=22&article_id=985。另外，該論文也收錄

在如新公司的消費者產品指南，作為說明靈芝含有能調節免疫的重要活性成分之學術依

據，見

https://www.nuskin.com/content/dam/global/library/pdf/products/reshimax_product_guid
e.pdf 頁 2。 

11 許瑞祥介紹 F3 為「從靈芝(G. lucidum)子實體經 0.1N. NaOH 溶液萃取之上清液經中

和後以乙醇沉澱的粗萃取物，再經以膠體過濾管柱層析後回收得到五個主要含醣的部份，

以小鼠脾細胞增生試驗評估其主要作用的活性出現在第三部分」(2006:28)。 

12 該計劃包括五個相關連的子計劃：（一）利用化學和酵素法研究具免疫活性多醣體之

最小結構；（二）碳水化合物微陣列晶片及合成醣類分子庫；（三）以定量次蛋白質體學

研究靈芝所引發之免疫反應；（四）靈芝多醣體及相關接受體所引發的訊息傳遞在調控

免疫功能的分子機制；（五）以 Aptamer 進行醣類免疫功能的研究，詳見陳水田(2005)。 

13 對我來說，該雜誌則是該公司「意識形態巿場機器」的觀察記錄（請容我套用阿圖塞

「意識形態國家機器」(Althusser 2001)的說法），它既是召喚人們投身靈芝使用者，進而

成為靈芝傳銷商的媒介，也為該公司的召喚過程留下書面的紀錄，容許我觀察個人如何

在傳銷商勾勒的靈芝奇蹟下，接受召喚成為銷售主體。 

14 見衛生福利部審核通過之健康食品資料查詢網頁：

https://consumer.fda.gov.tw/Food/InfoHealthFood.aspx?nodeID=1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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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關於雙鶴與葡萄王的靈芝大戰，見第四章討論。 

16 見衛生福利部審核通過之健康食品資料查詢網頁：

https://consumer.fda.gov.tw/Food/InfoHealthFood.aspx?nodeID=162 

17 雙鶴集團透過辦法活動方式，推廣靈芝產品，是鑑於「免疫調節」認證的前車之鑑。

雙鶴公司協理蔡金德指出「有些業者花了數百萬的經費，好不容易才取得認證，但卻無

法獲得社會大眾認可，空有認證卻很難推廣巿場，一般大眾多認為健康食品認證像食品

CAS標章一樣，不覺得怎麼樣，也不了解健康食品認證代表產品的安全性與有效性，業

者在推廣產品時，即使解釋半天，民眾仍一知半解」。盧成. 2001a. "取得認證產品進行

宣傳，衛生署表示樂觀其成." 健康靈芝 14:頁 8-9. 

18 順帶一提，關於定時的部份，傳銷商會從公司那裡獲得公司建議的連絡小卡或備忘，

提醒傳銷商隔多久時間應該連絡這些玩家（下線），透過提高互動頻率，使玩家更常注

意到必須遵守遊戲規則，並認真玩遊戲。 

19 有一名調皮的「玩家」，試圖改變肝指數呈現結果。呂先生透露，八月廿三日要前往

醫院檢查肝功能的前一天，他還特別喝了半打的啤酒和五杯含有米酒成分的藥酒，測試

產品功效，檢查後，肝指數 GOT 為 57（參考值為 5~40），GPT 為 77（參考值為 0~35）。

這些數值比起原先的 500 多，已經呈現良好的改善效果莊致遠. 2002a. "呂明翰以靈芝改

善肝疾，重燃對人生的希望." 健康靈芝 (15):12-14.。 

20 陳皇光(2013)勿迷信肝發炎指標，篩檢 B、C 型肝炎與腹超更重要。衛生福利部國民

健康署健康九九網站。網址：

http://health99.hpa.gov.tw/Article/ArticleDetail.aspx?TopIcNo=106&DS=1-Article 

21 廖乙臻(2010) 23：00-02：00 養肝？ 許金川破迷思。聯合報，12 月 7 日。 

22 詹建福(1996)識破保肝、養肝宣傳的手法。民生報，8 月 9 日。 

23 譬如《健康靈芝》第 45 期、第 60 期，都以「肝病」為主，共介紹了 19 名見證。 

24 中山醫學大學王進崑教授的學生傅惠鈺從事了該公司靈芝產品「延緩衰老」以及「護

肝」的人體實驗，證實無不良反應，也算是回應了筆者此處的困惑，見第六章「延緩衰

老」一節的討論，並見傅惠鈺. 2005. "靈芝延緩衰老之研究." 中山醫學大學營養學研究

所碩士論文. 

25 實際上，業者曾委託學者進行靈芝延緩衰老的人體實驗，實驗結果良好，但是未取得

政府對人體實驗的功效取可。業者因此透過健康靈芝學者專訪的方式，間接表達不平，

相關討論請見第六章第四節。健康食品認證許可資訊，見衛生福利部審核通過之健康食

品資料查詢網頁：https://consumer.fda.gov.tw/Food/InfoHealthFood.aspx?nodeID=162 

26 台大食科所靈芝研究團隊的組成，包括孫璐西、呂廷璋、蔣丙煌、張鴻民與沈立言等

人。 

27 另見第四章第五節的討論 

28 實驗者呂廷璋一開始並不知道靈芝中，哪一種多醣的活性最高，因此，他選擇以「量

最多」的活性多醣作為檢測指標。他用熱水的方式萃取靈芝子實體，再用人類周邊血液

單核細胞，觀察多醣與該細胞的反應，因此發現了特定的活性來源，這些活性多醣的分

子量在廿萬以上。隨後，針對這些活性多醣的結構分析，確認該活性多醣為「具有(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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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β葡萄糖基分支的(1→3)-β葡聚醣[(1-3)- β-D-glucan]，並且再透過酵素切開(1→3)-

β鍵結，留下葡萄糖和帶有(1→6)- β的葡萄糖。並且依此建立了(1→3; 1→6)- β葡聚

醣含量與其分支度分析平台。 

29 健康食品認證許可資訊，見衛生福利部審核通過之健康食品資料查詢網頁：

https://consumer.fda.gov.tw/Food/InfoHealthFood.aspx?nodeID=162 

30 因為雙鶴集團勇健工業股份有限公司，採取新案方式，申請增加該產品的保健功效，

並於 2009 年 6 月 15 日獲衛生署核準換發新證。雙鶴公司 2005 年 9 月 15 日於 A00069

的許可證字號，早於杏輝藥品的寶茯苓所取得的字號(2007 年 7 月 10 日取得輔助調整過

敏體質功能的健康食品認證之產品，衛署健食字 A00102 號)，因此才成為衛福部官網上

「輔助調整過敏體質」的健康食品資料的第一順位產品。 

31 雙鶴阿仁，http://blog.xuite.net/stupidkid.dc/twblog/143168792。（此為傳銷商的行銷

網頁） 

32 江伯倫為美國加州大學免疫學博士，現任台大臨床醫學研究所教授，台大醫院小兒部

過敏免疫風溼科主治醫師以及兒童過敏及氣喘文教學術基金會執行長。江伯倫的簡介見

台大醫院小兒科網頁：

https://www.ntuh.gov.tw/Ped/peo/DocLib9/%E6%B1%9F%E4%BC%AF%E5%80%AB.aspx。 

33 林璧鳯為美國柏克萊大學營養科學系所的博士，現任臺大生化系教授，曾任臺灣營養

學會理事及秘書長、台灣保健食品學會理事等職務。林璧鳯簡介見

http://www.bst.ntu.edu.tw/faculty/LinBF/LinBF1.htm 

34健康食品認證許可資訊，見衛生福利部審核通過之健康食品資料查詢網頁：

https://consumer.fda.gov.tw/Food/InfoHealthFood.aspx?nodeID=162 

35 引號內文字，皆為該期見證故事之標題。 

36 見第六章。 

第八章 

1 我只上了最初階的課程，沒有實地銷售靈芝，推薦別人當我的下線，也就無資格參加

進階課程。 

2 但實際上，任何一場演出，都需要三方（上線／下線／顧客）的配合，並且在朋友關

係的掩護之下，共同維持情境定義才有可能，因此，在直銷會場，我也聽過資深傳銷商

分享下線沒有助攻，等著看上線好戲，使得上線左支右絀的故事。 

3 我有深刻的體會。一次，在進階課程上，當演講者邀請我上台配合變魔術，在兩百多

位有繳費參與課程的學員前，演講者請我幫忙貼東西到佈告欄上，我腦袋裡根本沒有想

要嘗試「破壞性實驗」的念頭，對方要我怎麼作，我就怎麼作，因為在眾目睽睽底下，

我想要保有我的「面子」(Goffman 1967)，作為一個潛在的「觀察者」，結果就是我根本

來不及思索，就被該場合的氣氛帶著走，被情境決定了(Collins 2004;2009)。 

4 引自本草綱目‧菜之五（芝類一十五種）。全文可於維基文庫檢索而得。 

5 值得注意的是，官方為了避免涉及藥的領域，故將毒性試驗改稱為「安全性評估」，

但從英文 toxicity 看來，意義仍是相同的。但業者為了強調靈芝無毒，在與消費者接觸

doi:10.6342/NTU201601133



316 
 

                                                                                                                                                        
時，傾向使用「毒性」的字眼，因此直觀上更容易理解。 

6取得衛生署健康食品「免疫調節」和「護肝」功效認證之靈芝產品(2009 年 10 月止)，

網址：

http://www.ganoderma.org.tw/www/content/DOWNLOAD/download_b.php?isCatalog=%E8
%AA%8D%E8%AD%89%E6%AF%94%E8%BC%83%E8%A1%A8 

7 http://www.ganoderma.org.tw/www/content/CASE/search_b.php?CaseID=327 

8 同上。 

9單就字數就可以看出故事情節的複雜化程度：前述吳小姐的見證僅一段話，健康靈芝

雜誌第 65 期的見證報導，光是單篇報導頁數就達 4 頁之多。而筆者在傳銷會場的經驗，

一個人至少都可以講上十五分鐘，遇到經驗老到的傳銷商，講個半小時也不成問題。傳

銷商說故事的能力，著實讓筆者感到驚奇。 

10 見中華民國微生物文教基金會首頁左下角「健康靈芝雜誌目錄整理」。網路連結：

http://www.ganoderma.org.tw/www/content/mag_catalog_list67.pdf 

11 項目下再細分(1)學者；(2)名人和專業人士部份。 

12 項目下再細分(1)靈芝觀點；(2)健康觀點。 

13 項目下再細分(1)三萜類（靈芝酸）；(2)多醣體(肽)；(3)免疫調節蛋白；(4)核苷類。 

14 項目下再細分(1)抗腫瘤；(2)免疫調節；(3)自體免疫疾病；(4)抗菌、抗病毒；(5)心血

管；(6)肝臟、腎臟；(7)呼吸系統；(8)消化系統；(9)糖尿病；(10)抗老化；(11)鎮靜安神；

(12)其他。 

15 項目下再細分(1)癌症；(2)自體免疫疾病；(3)抗病毒；(4)護心；(5)護肝；(6)護腎；(7)

過敏、氣喘；(8)糖尿病；(9)抗老化；(10)抗壓與失眠；(11)皮膚；(12)寵物。 

16 http://59.120.29.90/www/content/LZ/lz_efficacy.php，上網時間：2012 年 11 月 9 日 

17 網址：http://album.blog.yam.com/album.php?userid=dc168&folder=9765544。上網時間：

2016 年 1 月 3 日。 

18 網址：http://album.blog.yam.com/album.php?userid=dc168&folder=9765544。上網時間：

2016 年 1 月 3 日。 

19 20121224 柯俊良專題演講－靈芝癌症輔助治療照片集第 15 張。 

20 http://album.blog.yam.com/show.php?a=dc168&f=9765544&i=23676096 

21 傳銷商 Rex 在 Yahoo 奇摩知識回應網友問題時說道「靈芝少量長期服用可強身健體，

大量短期服用可脫胎換骨，這是不爭的事實，會一直說雙鶴，不是因為傳直銷，而是這

家公司成立邁向 19年，而這 19年來，全部主力都在研發靈芝，因此稱為靈芝龍頭並無

不妥，與其行銷模式無關，雙鶴創立微生物基金會時，就由前中國醫藥學院院長劉國柱

博士擔任會長，如今是由亞洲靈芝權威台大博士許瑞祥教授接手，如果像某人所言，傳

銷完全不顧消費者之感受，雙鶴又貴又無效的話，想必雙鶴公司應該早走入歷史，又何

來有權威人士願意擔任相關職務?」。見

http://tw.knowledge.yahoo.com/question/question?qid=1306021201348。Rex(2006)〈如何

買到比直銷更便宜的雙鶴極品靈芝〉，Yahoo 奇摩知識，上網時間 2012/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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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譬如第 31 期到第 33 期，因應 2006 年全球華人靈芝研討論，共刊載了 23 名科學家的

專訪，完全沒有見證頁面。 

23 譬如說劉國柱回應藥理學相關問題，許瑞祥則回應靈芝產品的分類、有效成分、以及

撰寫國內靈芝回顧文獻、建構學術社群系譜、推廣產品成分與功效之科學研究，因此，

他們不僅是「讀者與專家座談會」的專家（第 7 至 11 期），也為讀者解答瞑眩反應的問

題（第 12 期），或者直接透過演講教育銷售人員（第 31 期）。 

24 譬如許瑞祥教授與中國北京大學醫學部藥理學教授（後來成為中國國家藥理學會理事

長與國際靈芝研究會主席）林志彬有深厚友誼，讓林志彬為《健康靈芝》撰文多次。此

外，在訪問重量級人物時，學者出席也有助於彼此的交流，譬如在第 27 期專訪翁啟惠

時，許瑞祥也共同出席，協助雜誌編輯吳亭瑤訪問。 

25 如第 13 期瞑眩反應座談會的常民專家陳國標先生（見前兩節討論）。 

26 吳亭瑤是《健康靈芝雜誌》的重要寫手，2001 年出版《靈芝‧妙不可言》一書，後

來更成立個人工作室。她既寫人物專訪，又作傳銷商的問卷調查，後來直接閱讀靈芝相

關科學文獻，摘要譯介成中文，是科學知識通俗化的重要傳播者，後來也曾於傳銷業者

舉辦的座談會上，分享自己採訪大量靈芝見證者的經驗。 

27 前述內容分別見於第 4、5、6、7、8、10 期。 

28 營養醫學碩士曹麗娟，以「靈芝佳餚」單元教導大家如何以靈芝粉末作菜或點心。舉

例來說，第四期「如春長壽雞」、第五期「靈芝高纖沙拉卷」、「靈芝排骨寶湯」、…這些

食譜都以靈芝顆粒（靈芝粉）入菜。 

29 這些見證依「疾病」歸類（如肝、腫瘤、不孕等等…），需要的人可以自行對號入座。

見「健康靈芝雜誌見證」匯整網址：

http://www.ganoderma.org.tw/www/content/CASE/magwitness.htm 

30 http://59.120.29.90/www/content/LZ/lz_efficacy.php，上網時間：2012 年 11 月 9 日 

31 日本國立健康營養研究所「靈芝」健康素材情報

http://hfnet.nih.go.jp/contents/detail54.html。 

32 出自和田啟十郎《醫界之鐵椎》一書。筆者不諳日文，此處翻譯源於「經方家園」網

站，譯者不詳，網址：http://www.lnjf.net/thread-773-1-1.html。 

33 何永慶自 1999 年起任自然療法社長，2000 年起任任中華自然療法世界總會靈芝學術

研究發展委員會主任委員至今。相關介紹見

http://www.hk-ehpa.org/index.php?option=com_content&view=article&id=81 

34 「擅服中藥之副作用」，載於台灣中醫網，http://www.tcm.tw/articleview.php?id=109。

上網日期：2012 年 11 月 9 日。 

35 瞑眩反應座談會整理報導，全文見

http://www.ganoderma.org.tw/www/content/MAGAZINE/frontpage.php?MagazineID=36。 

36 商周報導陳國標為「成功的業務員」，他「不僅年薪千萬元、擁有七棟房子、兩輛賓

士車和九百坪的土地」，「光是稅就要繳新台幣一、二百萬元」，見楊雅民(2003)成功的業

務員不相信有淡季，商業周刊第 587 期。網址：

http://www.businessweekly.com.tw/KArticle.aspx?id=73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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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 中華民國微生物文教基金會常見問題 Q&A「食用靈芝的身體反應、瞑眩反應」。網址：

http://www.ganoderma.org.tw/www/content/LZ/faq_b.php?LZID=48 

38 《健康靈芝》雜誌在當時並未上網，流通範圍應該侷限於傳銷商群體。因為「微生物

文教基金會」上網也是 2000 年 1 月後的事（見「健康靈芝」第 3 期頁 32-33）。因此，

在 1999 年 10 月，許瑞祥以如此赤裸裸的方式，宣稱靈芝的療效，已觸犯當時剛施行的

健康食品管理法的規定。然而，若是沒有檢舉，官方無從得知違法宣稱療效，故相安無

事。 

39 分別為免疫調節功能、護肝功能（針對化學性肝損傷）、輔助調整過敏體質及延緩衰

老功能。見衛福部審核通過之健康食品一覽表：

https://consumer.fda.gov.tw/Food/InfoHealthFood.aspx?nodeID=162 

40 見中華民國微生物文教基金會網頁「靈芝見證」欄簡介。

http://www.ganoderma.org.tw/www/content/CASE/search.php。上網時間 2015 年 12 月 28

日。 

41單看微生物文教基金會提供的「功效列表」以及「病症列表」當中，我們不知道這些

功效是那一種靈芝的功效，這些病症是吃那種靈芝好的，他們使用那一家廠牌的靈芝。

然而，察看網頁上方「優勢靈芝」處，圖片明示雙鶴集團（上網時間：2012 年 11 月 9

日）。基金會執行董事古秉家則是雙鶴集團的總裁，董事長許瑞祥、董事陳登海都曾受

邀至雙鶴集團的「靈芝講座」演講；董事古承濬則是雙鶴教育系統的領導者。 

42 臺北巿衛生局 100 年 8 月份處理食品違規廣告處罰案件統計表：

http://www.health.gov.tw/Portals/0/%E8%97%A5%E7%89%A9%E9%A3%9F%E5%93%81%E8
%99%95/10008_food.pdf 

43 網址：http://www.doublecrane.com.tw/。 

44 臺北高等行政法院判決 100 年度簡字第 789 號。 

45 陳月霞見證

http://www.ganoderma.org.tw/www/content/CASE/search_b.php?CaseID=113；吳耀輝見證

http://www.ganoderma.org.tw/www/content/CASE/search_b.php?CaseID=121；網頁拿掉了

第四十五期雜誌的連結，因為正是該期雜誌內容「護肝認證比一比」內容違規，但仍保

留「取得衛生署『護肝』功效認證的健康食品一覽表」之圖片連結。

（http://www.ganoderma.org.tw/media/ae6168ac19f4b730bb679bd555da4668.jpg）。 

46 然而，實際上殘存「靈芝科學館」相關頁面仍可辨視為「雙鶴公司」。上網時間：2015

年 12 月 31 日。 

47 業者採取「單一教育系統」的經營手段，因為過去「安麗公司」有多重教育系統，傳

銷商之間彼此搶人，導致組織不穩定。本節所討論之傳銷公司之創辦人，亦曾為安麗傳

銷商，經歷過該事件後自行創辦公司，並採取單一教育系統的方式，避免事件重演。資

料見第四章第一節註 4。 

48譬如直銷商堅信靈芝具療效是事實，因為有前中國醫藥學院院長劉國柱博士以及亞洲

靈芝權威台大博士許瑞祥教授背書。見 Rex (2006) 如何買到比直銷更便宜的雙鶴極品

靈芝，Yahoo 奇摩知識，網址：

http://tw.knowledge.yahoo.com/question/question?qid=1306021201348，上網時間

2012/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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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9 見「上天派來的天使－我的另一半」與「那段閃亮的日子－ＸＸ情」（ＸＸ為公司名

稱），這兩篇文章的網誌，分別為

http://tw.myblog.yahoo.com/trueself-eternity/article?mid=253&prev=312&next=97&l=f&fid
=8 與

http://tw.myblog.yahoo.com/trueself-eternity/article?mid=983&prev=2161&l=f&fid=14。上

網時間：2012 年 7 月 6 日，今日網址連結已失效，我以過去所備份的檔案進行分析，

若需查證原始資料者，請與我連絡。訃聞的部份，筆者當時未備份，今日(2016 年 1 月

4 日)已無法搜尋而得。 

50 見上註「上天派來的天使－我的另一半」一文。 

51 在此引用與林文蘭口頭交流的想法。圓夢階梯指的是人生的夢想追求，尋求既定的

社會階序，有著遞進漸升的關係，但圓夢階梯的觀點，既提醒我們社會流動過程中，個

人所必須面對與考慮的社會條件，也提醒我們觀察那些跌落階梯之外的人，他們為何跌

落。 

52 譬如說，教學助理的工作有帶領課堂討論、批改作業的勞動事實，但卻在「學生身份」

的掩蓋下，成為無酬勞動的「學習」。教學助理同樣處於上線（教師）、甚至公司（大學）

與下線（學生）的階序結構之中。因此，若工會揭露教學助理工作為勞動之本質，教學

助理為勞工，就會引來一系列的批評，就像人們質疑靈芝療效與傳銷事業一樣。然而，

從更後設的觀點來看，助理工作屬性未定，具有對立價值並存(ambivalence)的特性，因

此工會與學校實際上就是價值競技的競爭者，希望能將價值定於一尊。 

53 相較於傳銷商者透過「那是他們不懂」的精神建設方式回應批評者，並且加強教育體

系與互動網絡的組織，工會運動者似乎在社會組織與理念傳播上，仍有許多的改進空間。

舉例來說，傳銷商們的經驗，提醒了工會運動者，可以從強化大眾教育著手，作為組織

工作的重點內容。 

 

第九章 

1 黃文奇(2013)與潤泰、台新、富邦、中天投資醣基生醫 完成攝護腺癌疫苗新藥技轉。

中研院生技旗艦啟航。經濟日報，8 月 10 日。 
2 「真菌類食品標示管理原則」，見 2015 年 7 月 1 日公告之 FDA 食字 1031304516 號函

附件。資料來源：見衛生福利部網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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