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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传播研究与教育在台湾
——— “传播 ”主体性的反思

　　　　徐美苓

[摘要 ] “健康传播 ”作为一新兴研究范畴 , 有其与其它传统领域不同的独特性 , 特色之一为 “跨领域 ”,

健康传播也被视为是一强调 “应用 ”特质的行为科学。本文从科际整合的观点 , 先回顾岛外健康传播

研究与教育的发展 ,接着对中国台湾的健康传播研究与教育概况及现有资源进行评估 ,试图从具有 “传

播”主体性的角度 ,对健康传播的教与学进行反思性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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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健康传播研究的缘起与发展

人类健康与传播之间的关系自古以来便密不

可分 ,但 “健康传播”这个名词在学术上的使用 ,不

过是近一二十年之事 。有关健康传播领域的定义

各家说法不同。有学者指出 ,此类研究发展初期 ,

健康传播着重研究的是病人对健康讯息的需求 ,

同时包括自身 (intrapersonal)、人际 (interperson-

al)、小团体(small-group)、组织(organizational)、

公众 (public)与大众 (mass)的健康传播过

程 。
[ 1] , [ 2]

亦有学者指出以不同传播阶段来定义健

康传播研究的范畴 ,似乎忽略了健康传播研究本

身着重跨层级与跨领域的特质 ,故另一种分类的

方式 ,也是使用最普遍者 ,乃为从 “脉络 ”(context)

以及 “主题”(topic)来区分 ,前者集中在人类沟通

健康时的情境与环境因素 ,
[ 1]
后者则认为只要传

播研究的主题与健康有关 ,便可定义为健康传播

研究。
[ 3]
从主题来定义健康传播可说赋予研究者

较为宽广的空间 ,事实上目前大部分的健康传播

研究也都是依循此方式定义与区分的 。
[ 1]

的确 ,健康传播作为一新兴领域 ,有其与其它

传统领域不同的独特性 。植基于社会与人文科

学 ,但它却运用其它专业领域 ,包括健康医疗照

顾 、教育 、管理 、法律与营销等的原则 。
[ 2]
换言之 ,

健康传播的特色之一便是 “跨领域 ”。从事跨领域

的研究始于 1970年代 ,传播学者又比医疗公卫学

者为早 。此外 ,健康传播也被视为是一种强调 “应

用 ”特质的行为科学。
[ 2]
故过去四十多年来 ,学界

的焦点多集中在传播与疾病的预防 、健康维护与

促进等问题导向层面 。
[ 4] , [ 5] , [ 6]

基本上 ,健康传播

研究的取径一直紧随着美国主流传播研究的发

展 ,直至今日 ,美国仍被视为健康传播研究的重

镇。

理论与研究在早期健康传播领域的发展上并

未扮演重要角色 。事实上 ,许多健康倡导活动的

推动者往往依据直觉与常识来规划倡导策略 。第

二次世界大战之后 ,西方国家 ,无论是政府的卫生

单位或私人的医疗机构 ,都开始注意健康的行为

层面;流行病学家也发现一些慢性病的形成与长

期的文化习性有关 ,于是开始着重研究传播在预

防方面的功能。
[ 7] , [ 8]

健康传播的兴起与医疗质量

的提升以及民众健康意识的提升亦有关 ,加之过

去在反毒 、反烟 、艾滋病防治等方面倡导的成效 ,

一些国家和地区当局的卫生部门对医病沟通 、使

用传播科技以推动健康活动等功能更是日益重

视。

健康传播研究从开始被注意 、重视 、认可到体

制化 ,可说是同时受到多个学术领域发展的影响 ,

特别是传播与公共卫生学门 。在美国 ,第一个与

健康传播相关的专业团体是 1972年于国际传播

学会(InternationalCommunicationAssociation)中设

立的治疗传播小组(TherapeuticCommunicationIn-

terestGroup),后易名为健康传播组(HealthCom-

municationDivision)。 1985 年 , 口语传播学会

(SpeechCommunicationAssociation,现易名为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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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播学会 , NationalCommunicationAssociation)亦

成立健康传播委员会。此外 ,有两份期刊专属健

康传播领域:发行于 1989年的 《健康传播 》(Health

Communication)以学术研究为主轴;发行于 1996

年的《健康传播季刊 》(JournalofHealthCommuni-

cation)则强调国际性 , 并着重理论与实务的结

合 。
[ 2]

二 、健康传播教育的开展

随着健康传播研究与专业组织的成立 ,美国

各高等院校开始在大学部与研究所开设健康传播

相关课程。这些早期开设课程的科系多为大型研

究大学的口语传播系 ,例如 UniversityofMinneso-

ta, PennsylvaniaStateUniversity以及 Universityof

SouthernCalifornia。除此之外 ,一些医学院像 Uni-

versityofIllinois, SouthernIllinoisUniversity以及

UniversityofCalgary,也开始提供以医病沟通为重

点的健康传播课程。至于目前以健康传播为主修

课程的院系则是不胜枚举 ,其中最令人瞩目者当

属同位于波士顿市 ,有地缘之便的 EmersonCollege

传播系与 TuftsUniversity医学院共同成立的健康

传播硕士班 ,修习此学位的学生可跨校分别选修

与传播以及健康医疗相关的课程;另外 ,同是长春

藤名校的 JohnsHopkinsUniversity的公卫学院 ,亦

于多年前与 UniversityofPennsylvania的 Annenberg

SchoolofCommunication成立类似的策略联盟 。然

而根据笔者于 2001年针对台湾岛内外健康传播

相关研究者或机构所进行的深度访谈发现 ,
[ 9]
此

二校后因地理上的距离 ,造成学生往返两校(一在

马里兰州 ,另一则在宾州)舟车劳顿 ,故此出发点

良善的科际整合课程后来也形同虚设 。
①
美国的健

康传播教育另有两项发展值得注意 ,一是传播科

系设置健康传播课程的主要因素仍与 “人 ”有关 ,

亦即有些院系刚好有从事这方面研究的师资 ,就

有可能就地发展出相关课程 ,甚至是一个特别的

学程或分组。前述 EmersonCollege与 TuftsUni-

versity共同设立的健康传播跨领域跨校硕士班 ,在

促成与推动者 ScottRatzan
②
离开 EmersonCollege

后 ,原先两校的策略联盟已有回归各自开课的趋

势 。
③
而第一代健康传播学者所指导的博士生陆续

在这几年相继毕业 ,并到其它传播学府任教 ,这些

第二代健康传播学者所任教的学校系所 ,也成了

发展与推动健康传播研究与教学的基地。此外 ,

由于在传播界的健康传播学者申请研究计划时 ,

仍须仰赖经费较为充裕的医疗公卫界 ,故造成优

秀人才从教学界跳槽至研究机构 ,其中包括原在

UniversityofMaryland传播学院任教的 VickiFrei-

muth,便转到 CentersforDiseaseControl担任健康

传播部分的主管。第一个从事健康传播专书写作

的 GaryKreps,也在笔者进行深度访谈数据搜集的

当时 ,转换跑道到 NationalCancerInstitute的 Divi-

sionofCancerControlandPopulationSciences,成立

了 HealthCommunicationandInformaticsResearch

Branch,并从 UniversityofMinnesota的新闻学院将

传播学者 VishViswanath挖角至同一机构 。
④

三 、台湾健康传播研究的回顾

笔者曾针对 1968年至 2002年 7月间在台湾

所进行的健康传播研究 ,包括学术期刊论文 、当局

赞助的研究计划 、硕博士论文等进行跨领域的资

料搜寻与内容分析 ,发现相关研究主题除了受欧

美学的影响外 ,亦反映出当时当局健康相关政策

的重点以及在社会所引起的争议。
[ 10]
例如 1980年

前的台湾 ,关切的是公卫医疗新知与政策的传散 、

规范与效果 ,故采用新药的传播通道与过程 、以节

育为主的家庭计划倡导为当时重点;而藉由正确

讯息的有效传递 ,使民众达到现代化的标准 ,亦为

研究进行的标的 ,故如何管制 “不当 ”的医药广告

成了另一研究方向。

台湾 1980年代的健康传播相关研究较为贫

瘠 ,但从主题的变迁我们可看出传播理论发展(例

如议题设定与涵化研究)对研究方向的影响 ,以及

对传播管道在传递健康讯息影响力大小上的改

变。由于新闻媒体所扮演的日积月累影响效果角

色开始被重视 ,学界因而留意并分析医药新闻的

内容与趋势;除此 ,过去被视为 “有意图 ”(intend-

ed)说服传播的广告媒体 ,也被 “倡导活动”(cam-

paign)的概念所代替 ,故衍生出从理论观点检视健

康倡导广告成效的研究。

1990年代以后 ,无论是传播或公卫医疗领域 ,

对健康传播相关议题的研究活动明显变得较过去

多元与活络。除了有从特定健康或疾病议题(例

如艾滋病 、香烟 、毒品 、禁药 、身心障碍 、全民健保 、

瘦 /塑身等)为重点的研究外 ,亦有针对特定传播

管道(例如网络)或特定理论(例如社会营销)的

应用研究 。值得注意的是 ,岛外以社会营销为理

论依据的健康传播研究多应用疾病防治 ,台湾的

相关研究则多属利他性质的健康行为营销 ,如捐

血 、骨髓捐赠等 。除了就相关的传播问题有更理

论性的探讨(例如倡导评估 、恐惧诉求策略),笔者

发现相关研究对健康议题的思考亦更具人性化与

权利意识(例如艾滋病 、烟酒规范与身心障碍);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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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 ,如何解构讯息文本中的权力意涵亦成为研究

者的关怀焦点。

然而笔者也发现 ,台湾健康传播主题相关研

究中所提到的传播管道 ,多指传统大众传媒 ,或是

传媒与人际管道的比较 ,其中的影响力大小多以

暴露量(exposure)或管道数目多寡定决 ,并未深探

传播过程的动力与特色。事实上人际传播管道应

为观察与剖析沟通健康或疾病过程的最佳场域 ,

可惜台湾传播学界的发展素来偏重在大众传播 ,

有关人际传播与健康之关系的研究反而多在公卫

医疗或谘商辅导领域中出现。

四 、台湾的健康传播教育

整体说来 ,台湾虽已累积一些与健康传播议

题相关的研究成果 ,但目前大学院系里的健康传

播教育仍处于方兴未艾阶段 ,至于何时开始开设

第一个与之相关的课程则无从考查 。笔者曾于

2001年进行一项有关台湾健康传播教育发展的初

探性研究 ,
[ 9]
搜集的资料来源除了各个国家和地

区相关的文献外 ,亦针对中国台湾相关研究者进

行深度访谈 ,访谈对象包括曾从事医病沟通研究 ,

并关心健康传播发展的台大卫生政策管理所丁志

音副教授 ,传播学界目前从事健康传播教学与研

究的慈济传播系蔡莺莺副教授 ,以及南华传播管

理系陈婷玉助理教授 ,北医公卫系韩伯柽教授 ,台

北护理学院医护管理系陈世欣主任 ,同在北护教

授相关课程的陈汉瑛副教授等 ,访谈的目的在于

厘清台湾岛内健康传播教育发展现况与问题。

笔者发现 ,无论健康传播的课程名称为何
⑤
、

无论开设在传播或医护公卫的相关系所 ,这些课

程皆为研究所或大学部高年级的选修课 。在传播

科系中 ,例如在政治大学 、世新大学 、南华大学等 ,

开设此课程乃因有从事此方面研究的师资;医护

公卫系所则多主动对外寻求相关的师资 ,例如台

湾大学 、高雄医学大学 、台北护理学院 、台北医学

大学 、台湾师范大学等 ,故多年来我们都可看见这

些与医疗卫生相关的科系征聘健康传播师资的广

告 ,可惜它们往往无法觅得符合其需求的人才 。

除此 ,传播与公卫学界各有一家学府在 2001

年将健康传播教学体制化 ,前者为新成立的慈济

大学传播系 ,后者则为前述的台北医学大学公共

卫生研究所正式成立的媒体组 。以慈济大学传播

系为例 ,在强调以人文为本的博雅 /通识教育的理

念下 ,发展健康传播学程成了该系发展方向与重

点之一 ,
⑥
而健康传播与信息 /媒介素养也为该系

课程规划的两大专业领域。
[ 11]
慈济传播系以健康

传播为课程主轴之一 ,乃台湾传播领域中第一个

与健康传播相关之科系 ,此是否为一深具前瞻性

的宣示 ,试图将已在各地孕育 、萌芽的健康传播次

领域予以 “正名 ”化呢 ?依据前述的针对台湾相关

课程与师资状况的初探性分析结果 ,笔者认为在

回答此问题前 ,有必要先从以下几个面向来看台

湾健康传播教育的特色与困境:

(一)健康传播范围与重要性的认知

同样视健康传播为跨领域 ,传播学界仍将此

领域的主体置于 “传播 ”上 ,故只要是涉及寻求或

维持健康有关的人类传播议题(包括个人或社会

层次),
⑦
或是将人类传播的四个层级 ,即人际 、自

身 、公众与组织传播 ,放在健康医疗的情境中来

看 ,
⑧
皆可纳入健康传播范畴。公卫医疗界在界定

此领域时则较着重在功能面 ,即视传播为改变公

众健康认知 、态度或行为的重要管道 ,
⑨
故任何运

用传播管道 ,将健康照顾或医疗信息与服务 ,正确

快速传递予民众 ,
⑩
或是教导民众如何预防与控制

疾病 ,
 11
都是健康传播关照的范围。

就新闻传播领域来说 ,对过去一直从事健康

传播方面研究的传播学者言 ,推广健康传播教育

自有其重要性 。
⑦
在实务层面 ,对环境健康 、生活质

量乃至未来趋势 ,新闻传播科系的学生必须具备

这方面的素养 ,否则便无法进入专业领域的门坎 。

由于医药新闻报道实务界大多数不可能在职场内

花时间培育新进人员 ,故原先具备医疗公卫知识

背景的新闻传播人员在求职方面往往较占优势。
⑧

就医疗公卫领域言 ,对健康传播重要性的认

知一方面来自于对传统卫生教育的自省 ,另一方

面则来自公卫研究者在实际研究过程中的经验与

体认 。过去医疗公卫界对 health一词译为 “卫生 ”

而非 “健康 ”,公共卫生的卫生两字误导了学界的

发展 ,忽略了大众健康的部分 。故对学生言 ,健康

传播教育的推广 ,可有别于过去传统卫生教育的

训练 ,使之学习到传播的内涵 ,让未来工作更有所

发挥与更具竞争力;对大众言 ,则使之受到的健康

服务能更有效率 。整体而言 ,健康传播教育的纳

入可使公共卫生的教育架构更为完整。
⑩
此外 ,以

往的卫生教育并无触及媒体或传播的部分 ,例如

营销的观念 ,仅着重在教具或海报的制作等 。换

言之 ,卫生教育属上对下的关系 ,与以大众为主的

健康传播有异 ,故如何藉健康传播概念改变医病

沟通也是当前重要的一环 。过去上对下的沟通模

式往往导致病人多半无法有效与医生沟通 ,而医

护人员也无法有效做好第一线沟通工作。台北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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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大学的两位受访老师便指出 ,如何有效针对病

人进行人际以及运用媒体的传播工作 ,以及小区

护理如何运用媒体做好健康促进的工作 ,乃为相

关系所发展健康传播课程的主要目标 。
⑨,  12

就研究者个人的体认而言 ,有些公卫学者即

使没有直接从事健康传播方面的研究 ,但越来越

发现健康传播概念在自己公共卫生研究(例如艾

滋病防治)上的重要性 。
 11
另 ,已在研究所成立媒体

组的北医公卫系 ,其之所以注意到健康传播的重

要 ,主要是因该系兼具医学与新闻背景的苏千田

老师出国至哥伦比亚大学进修 ,带回此观念;另外

该系当时的系主任韩柏柽本身在学术期刊发表有

关台湾沿海蛤蛎受汞金属感染的结果时 ,便见识

到大众传媒在转述时 ,由于报道专业性不足 ,导致

社会大众恐慌的 “威力 ”。
⑩

整体观之 ,中国台湾的公卫医疗界对健康传

播教育的重视与实际行动力 ,似乎远超过传播界。

对后者言 ,除了前述慈济传播系从体制方面实际

设置健康传播系列的课程外 ,
[ 11]
其余的努力皆来

自零星 、个别的教学与研究者在其服务的科系单

打独斗 。

(二)教学资源的配合与遭遇的问题

笔者发现设有健康传播相关课程的各科系 ,

在实际的健康传播教学资源配合上有不同的状

况 。传播科系的个别教学者虽在推动健康传播教

育时较无体制上的支持 ,但相对而言自由度也较

大 ,提供了较开放 、弹性的教学空间;
⑧
学校也能以

教师教学意愿与兴趣作为开设健康传播课程的依

据 。
⑩
当然 ,这个自由度意味着欠缺对未来整体发

展的思考 ,故健康传播授课内容虽涉及心理学 、行

为科学 、传播效果 、公关 、营销 、社会真实建构等层

面 ,但基本上校内的相关师资仍各自为政 ,并无统

整性的结合 。体制上资源的整合似乎也和 “人 ”的

因素有关 ,一如前述美国大学内的情形 ,除了个别

教师异动会影响到相关课程的开设外 ,科系主管

易人也会影响到课程的调整。
⑦

北医公卫系与北护医管系在所有公卫医疗科

系中 ,可说是较积极从体制上推动健康传播教育

的 ,两校的优势为已具有医护与公卫专长的师资

与资源 ,亦有教学医院 ,可谓不假外求。缺点则是

两校由于并无传播院系 ,虽有间接相关的行为科

学 、心理学 、健康教育 、医疗社会学 、健康促进与医

学人文等方面课程 ,但都同时面临传播师资缺乏

的问题 ,专长在健康倡导或营销方面者尤其缺乏。

故除了以征聘传播方面的师资来解决这个问题

外 ,北医希冀未来能与他校策略联盟 ,而北护在大

学部则找传播实务界人士兼课 。
⑨
北护陈世欣在受

访时即指出 ,该系本计划从修改现有课程名称做

起 ,例如将 “卫生传播 ”以及 “医疗卫生传播 ”先易

名为 “健康传播 ”与 “医疗健康传播 ”,但此计划在

校内则仍受到课程委员会的质疑 。
⑩
前述传统公卫

或医护背景者对 “健康”与 “卫生 ”二名词的爱恨

情结 ,在此似有异曲同工之妙。事实上类似情形

即令在美国的知名学府亦曾发生过。以笔者于

2000-2001年担任访问学者的哈佛大学公卫学院

健康与社会行为系言 ,该系本来分别有卫生教育

与健康传播两组 ,后来则因主管易人 ,将健康传播

并入卫生教育组内 ,原本在该系任教多年的健康

传播学者 BillDeJong也因此转至邻近的 BostonU-

niversity。
 13

在笔者进行数据搜集的当时 ,发现台湾岛内

所有开设健康传播课程的科系中 ,世新新闻系算

是较具系统者 ,其中有关环境生态与公共卫生的

题材 ,包括 “健康传播理论与实务”以及 “公共卫生

概论 ”在内 ,隶属信息休闲组的专业课程。规划此

一系列课程的蔡莺莺(现已转换学校至慈济大学

传播系)认为 ,学生在修习这些健康传播专业课程

之前 ,还需要有一些基本的传播核心课程作为基

础。事实上 ,目前世新大学的优势在于传播专业

人才多 ,包括组织与大众传播专长者在内 ,但缺点

则是同构型高 ,整合较为困难 ,真正需要者乃为来

自流行病学领域者 ,世新无此方面师资 。
⑧

由上观之 ,如欲拓展健康传播此跨社会与自

然科学领域的教育课程 ,似乎以设在同时拥有医

学或公卫学院与新闻传播系所的综合性大学最为

适切 。在台湾 ,我们第一个想到的此类学府便是

拥有医疗公卫方面师资与研究上的优势 、并设有

新闻研究所的台湾大学 。该校公卫学院虽有教师

与研究生从事健康议题方面的研究(例如女性更

年期新闻论域分析),迄今并无直接相关课程 ,学

生若对传播有兴趣 ,则至新闻研究所修课 ,但此并

不代表两者之间有体制上的策略联盟关系。研究

所虽无相关课程 ,其它(大学部高年级)课程例如

卫生教育 、健康行为科学导论等则会提到或将健

康传播的概念纳入单元 ,包括媒体负面功能像烟

酒广告 ,或是正面功能如医疗体系如何透过传媒

直接与民众接触等。
 11
然而究竟台大有无可能进一

步朝校内策略联盟与整合的方向发展健康传播教

育呢 ?就此 ,受访的丁志音倒是不抱持乐观态度 ,

她认为台大的教师研究与教学习惯于以独立作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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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主 ,不太可能合作发展出一个以 “健康传播”为

主的 track,加上公卫学院与新研所虽同在台大 ,却

在不同校园 ,有地理上的距离 ,而新研所的教师员

额有限 ,目前似不足以支持公卫学院的教学。当

然 ,更大的阻力是来自于心理上的距离 ,就传统公

共卫生或医护背景者而言 ,健康传播恐怕只被视

为一应用学门 ,为之做体制上变动的机率微乎其

微 。
 11

综合来看 ,除非能有效整合成立策略联盟 ,目

前台湾欲发展健康传播教育 ,除了在观念上需与

传统学门教学者沟通外 ,各系所中相关师资的需

求恐怕仍为最大的影响因素。

(三)学生的先前知识与未来发展

就学生修习健康传播课程或是以此为主修的

先前知识方面 ,受访的传播与公卫医护学者中都

反映了高度的共识。理想上 ,学生若具有基本的

传播背景 ,加之以医疗 、公卫或健康相关知识更

佳;但就实际情况言 ,由于台湾的大学入学考试以

及高中社会与自然组分组教学的区别 ,早已将同

属健康传播方面的相关知识切割 ,导致学生无法

连结。故就学生的先修科目或先前背景可分两个

方面来考虑 ,具有医学或公卫背景者 ,须再进修传

播方面的知识;具传播背景者 ,则应进修公卫方面

的知识 。换言之 ,具传播或公卫医护背景者 ,应各

补另外一方面的不足 。

而在未来的就业发展部分 ,多名受访的公卫

学者皆表示 ,健康传播教育可培育出公共卫生 、民

间企业企划 、大众媒体等方面的专才 ,拓宽过去公

卫的职业领域限制。例如以台湾公部门的卫生机

构言 ,目前便无专职专业的健康倡导规划机制与

人才 ,故对地方卫生单位 ,原来就是在职生者可回

原岗位 ,一般生则可辅导进入本地所属之各传播

媒体或医疗院所担任较高层次的企划 、教育 、训练

之工作 。此外 ,具有健康传播学理专长的毕业生 ,

其出路也较一般公卫毕业生宽广 ,除了学校 、公部

门卫生机关 、研究机构外 ,还可在广告或公关公

司 、医疗相关院所 、民间或公益团体 、各传播媒体

等相关企业 ,从事教育 、营销 、传播 、企划 、报道 、采

访 、倡导 、消费者教育等工作 。
⑨,  12
但部分受访者亦

表示 ,以公共卫生领域言 ,或许对传播背景者提供

其过去所欠缺的知识较占优势;劣势则为尽管修

许多传播课程 ,可能仍无法与传播本科系毕业者

竞争 ,故认为未来职业取向仍以偏医疗为主。
⑩

当然 ,具健康传播背景的毕业生可说是医药

记者的最佳人选。这些毕业生亦可进入小区 ,透

过组织与人际传播的方式进行健康促进 。
⑧
但值得

注意的一项限制是 ,毕业生如欲进入公部门卫生

机构工作 ,首先须面临的是台湾公务人员任用资

格的限制 ,目前似乎仅有针对公卫医疗背景所开

放的名额 ,故具有公卫医学相关学位 、但兼具传播

背景者较占优势 ,此似乎是一亟待制度上突破之

处。

五 、从 “传播 ”的视角反思健康传播研究与教

育

(一)传播学门能提供什么 ?

健康传播研究不管就可预知的短期未来 ,或

是从较长远的发展来看 ,其具跨领域的特质仍不

会轻易被取代。换言之 ,各个相关学术领域 ,包括

社会与自然科学在内 ,依旧会持续 、甚至增加对健

康传播研究议题的兴趣。

尽管互相学习与策略联盟可扩充对此领域的

深广度 ,不同领域对健康传播研究的焦点也应有

所区别。根据笔者前述台湾健康传播教育的分

析 ,发现其发展在传播学与公卫医疗领域各有其

特色以及面临的问题 。事实上 ,原先领域的特质

便会造成健康传播研究之后发展的差异。基于大

众传媒对社会的影响力愈益显著 ,公卫医疗界迫

切希望能借兵于传播界 ,共同打造全民健康的环

境。然公卫医疗界仍视传播为工具 ,绝大部分从

公共卫生观点出发所定义的健康传播与相关研

究 ,对大众传媒所扮演的角色 ,往往是急切地希望

能在短期内获得促使行为改变的立即效果。除

此 ,受研究补助经费来源(例如 “卫生署 ”)的限

制 ,问题意识可能仍以行政导向居多。

传播界则多视特定健康个案为健康传播研究

的议题 ,传播在健康传播领域中的角色为 “提供健

康维护与健康促进的核心社会过程 ”,其功能在于

创造 、搜集 、分享健康信息 。
[ 12]
事实上 ,传播学的核

心观念即为 “意义的共享 ”, 着重人类讯息的交

换 ,
[ 3]
新传播领域的发展也应扣紧传播学的核心

观念 。故着重于传播 “过程 ”与 “动力 ”的传播学

界 ,自应将这些概念予以更缜密精细的思考 ,否则

传播极容易就被视为工具 ,而传播也仅为一可引

发知识 、态度与行为改变的变项而已 ,传播研究者

更可能流为公卫医疗政策的背书与加工者。简言

之 ,传播学界所进行的健康传播研究 ,应该反映原

有学门的特色 ,且研究成果终究须贡献至原先母

学门的理论与实务。

(二)健康传播领域该成为一独立的系所吗?

从岛外的案例可知 ,健康传播的发展与学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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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的体制化密切相关 ,但中国台湾目前专门以

健康传播为研究重点者仍屈指可数 ,而且散居在

各不同科系与领域中 ,短期内似难整合。从传播

学门的发展来看 ,过去几年来传播科系与研究所

如雨后春笋般的设立 ,但似有分科过细 ,见树不见

林之弊 。
[ 13]
故论及未来发展方向 ,笔者认为与其强

调成立专门研究机构 ,争取更多资源 ,观察更多不

同的疾病与健康议题 ,或建议发展更多传递健康

信息的新兴媒体 ,不如在构思相关研究的问题意

识与视角上 ,能充分讨论传播的特质与过程 ,体现

具传播主体性的健康传播研究与教育 。

综合言之 ,传播学门的特质可说是提供健康

传播研究发展最好的温床 。传播学界本着开放 、

弹性的原则 ,从其它领域获益良多 ,也丰富了健康

传播研究的内涵。然而不同于其它基础学门 ,传

播学具有浓厚的知识应用特性 ,是一门解决实际

问题的实用学科 。
[ 14]
传播教育须关照工作时所需

的程序性知识以及情境知识 ,健康传播教育的发

展可以说是适时反映后者的目标 。换言之 ,传播

学以问题导向的特色 ,恐怕是其它社会学科较欠

缺的。
[ 15] , [ 13]

过去多名传播学者曾呼吁传播学门

应强化向外开疆拓土与整合 、与其它学门在知识

上的连结与对话 ,健康传播正好提供了一可能性。

当公共卫生或医学界仍视传播为策略时 ,传播界

可提供的则是以 ”传播 ”为主体思维下的理论层次

思考。
⑩

注释:
① LarryKincaid(JohnsHopkinsUniversity之 CenterforCommu-

nicationPrograms研究员), 亲身访谈, 2001年 2月 13日;Ricardo

Wray(UniversityofPennsylvania之 AnnenbergSchoolofCommunica-

tion博士 ,当时在哈佛公卫学院做博士后研究),亲身访谈 , 2001年

2月 22日。

② ScottRatzan具有医学背景 ,现为JournalofHealthCommuni-

cation主编。

③ SarahKeller(当时为 EmersonCollege助理教授),亲身访

谈 , 2001年 2月 21日。

④ GaryKreps, VishViswanath,亲身访谈 , 2001年 2月 12日。

⑤这些课程的名称如下:健康传播 、健康传播理论与实务 、健

康传播理论与实务特论 、健康传播理论与研究、健康传播与沟通研

究 、传播实务与媒体专题:健康传播 、健康传播专题 、公共卫生与大

众传播 、卫生传播 、医疗卫生传播医药新闻写作报道等等。

⑥慈济医学暨人文社会学院九十学年度申请增设传播学系计

划书(1999)。未发表文件。

⑦陈婷玉 , E-mail访谈 , 2001年 6月 19日。

⑧蔡莺莺 ,电话访谈 , 2001年 6月 11日。

⑨陈汉瑛 ,亲身访谈 , 2001年 6月 14日。

⑩韩柏柽 ,亲身访谈 , 2001年 5月 28日。

 11丁志音 ,电话访谈 , 2001年 6月 11日。

 12陈世欣 ,亲身访谈 , 2001.

 13BillDeJong,亲身访谈 , 2000年 12月 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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