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來到一個遙遠的地方
堅持知識份子風骨的王惠珀

第17屆



　　我在美國時一心想望回家；回得家來，卻看著臺灣

的藥食文化一路沉淪......」。回首來時路，王惠珀為

自己的人生故事下了這樣一個標題----「來到一個遙遠

的地方」。她感慨地說：「這篇故事，套用王駱賓的歌

來形容，就是一個遊子對她不再熟悉的家園的心靈故事

罷。」

醫藥分業倒退

　　二OO六年，衛生署調高健保醫師診察費，卻閃開處方

釋出費，又讓醫院藥師無限量調劑，變相限制處方釋出；

向來低調沉穩的王惠珀忍不住跳出來投書媒體，抨擊醫藥

政策倒退，令人側目：

　「政府在健保用藥上為保障少數利益，走封建體系的回

頭路，讓醫師馬首是瞻、藥師小妹化，以藥養醫正是醞釀

用藥風險的溫床。親愛的人民，請你不要生病，藥用得多，

夢魘在後頭。」註1 

　　她引用大前研一的書「一個人的經濟」，指出集中於

醫院的醫療與宅經濟社會發展的趨勢背道而馳，已見到敗

註1：「藥政措施倒退櫓」，王惠珀，中國時報時論廣場，二oo六年七月

　　 十三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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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民眾可以到社區超商取書、買票、寄包裹，為什麼

不能到社區拿藥？因為沒有處方，沒有藥。臨床藥學『分

散服務分散風險』的價值被扭曲，令我這個藥學教授抬不

起頭。」果不其然，醫院處方釋出率從2005年的0.6%，下

跌到2010年的0.4%。集合式醫療注定臺灣藥師的命運，

處方釋出率以五年減少50%的速度，宣示臺灣不要醫藥分

業。

負笈海外　開拓思想視野

　　王惠珀的批判，其來有自。

　　七O年代負笈美國，既深且廣的知識學習讓王惠珀養成

習慣，從社會思考專業；大量人文典籍的閱讀讓她成為一

位自由主義者，崇尚人道、自律(批判)、自由(思想解放)；

而跨領域的學習，也練就她多元縝密的思考模式。一次在

布魯塞爾與歐盟執委會的醫療器材貿易談判中，她以預防

風險的論述邏輯，讓對方誤以為她是律師，讓她頗為得意。

　　她在密西根大學時，讀到哈佛大學阿拉伯裔比較文學

教授薩依德(Edward Said)的扛鼎之作《Orientalism》，大

受影響。「薩依德講文學從不缺乏現代感，我喜歡他把歷

史投射到世界局勢，然後提出見解的那種方式。因為宏觀，

所以把自我的那一部分收斂起來；因為收斂，所以謙卑；

因為謙卑，所以服人；因為入世，所以觸動全球無數讀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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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心靈。他的作品是豐富我生命的另外一個軸線，是專業

沒有辦法給我的東西」。王惠珀說，薩依德的作品奠定了

她以宏觀、入世做為人生的座右銘。

　　人在海外，跳脫臺灣的思想框架，除了讓王惠珀過足

了「雪夜閉門讀禁書」的癮頭，思考專業如何入世也成為

她的習慣。「說到這點，我要很感謝外子的帶路，我出國

後看的第一本社會主義的英文書是《Fansheng》(翻身)及

《Barefoot Doctors》」。這是她長期關注社會，投入公共

事務的基本功。

　　身為藥物科學家，王惠珀獲得的新藥專利超過四十項，

然而她對「科學」另有詮釋：「朱子的窮理居敬說，讓我

疼惜蒼生，不再做一個自我感覺良好的科學家；讓我在人

道的基礎上，敢大聲說：臺灣的生命科學缺乏敬畏上帝的

心；讓我覺得藥學欠缺人本教育，漠視藥食文化，只能培

養藥師服務藥品」。

　　正因如此，她對臺灣不顧「人吃東西」的風險，只做

「東西」的切割教育，非常不以為然。她時常提醒社會大

眾，身體不會分中藥、西藥、食品；切割的藥食科學既不

科學、也不人本。只可惜在「物本」的臺灣，藥品、食品

科學家各行其是，沒有人聽她的。註2

註2：「生命科學的不科學性」，王惠珀，中國時報時論廣場，二oo八年

　　 七月二十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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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技產品的買賣屬知識不對等的交易。由於東、西方

立法精神的差異性極大(西方重自律，東方為他律)，她認為

如果只學西方皮毛，在沒有自律文化底蘊的臺灣，加上民

主自由的加持，勢必走入弱肉強食的不公平交易。臺灣每

人每年消費的處方藥是美國人的六倍，以及健康食品直銷

泛濫，就是最好的例子。居於教育弱勢的年長女性談起養

生，比她這位藥學教授更大聲，更有學問。她以「摩登原

始人」一詞感嘆說：

　　如果一定要形容低階知識高階消費的臺灣藥食文化，

我會說這裡的同胞越來越像穿著Chanel拿著LV的摩登原始

人，這個家園像是人們各憑本事弱肉強食的地方。坦白說，

這裡不再是我熟悉的地方。而我呢，更像是立志移民此地

(放棄美國籍)，卻學一輩子也不上道的美國人。上帝真的對

我開了個大玩笑。」註3,4

　　亂世用重典。針對藥品添加不該加的東西，她在二OO

三年提出「藥事法」修法，罰款從六~三十萬提高到五百~

二千五百萬，外加七到十年的刑責；往後十年，藥品安全

甚少脫軌。身體本不會分藥品、食品，然而切割的制度讓

食品各行其是(資訊不透明，一旦違規，只罰六~三十萬)，

不安全事件一再浮現，令她不勝欷噓。

註3：「摩登原始人-一個藥學人的百味雜陳」，王惠珀，景福醫訊四月號，

　　 二oo七年。

註4：「民主化之後的臺灣社會」，王惠珀，啟蒙˙狂飆˙反思，保釣運

　　 動四十年，謝小岑主編，清華大學出版，二o一o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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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展社區價值

　　王惠珀一路走來始終積極入世，當機會來敲門時，她

的普世信仰也跟著「還魂」。

　　二OO二年她擔任衛生署藥政處長時，適逢她年輕時代

理想主義的啟蒙師林孝信先生回國，創立社區大學。她敦

請陳瓊雪教授出面，以社區大學為平臺，推動「銀髮族用

藥教育」。在「陳媽媽」的號召及培訓下，每年五百位藥

師投入社會教育，全臺七十幾所社區大學每天晚上都可以

看到藥師講師的身影。如此「入世」三年，承接此教育計

畫的景康基金會獲得教育部「社會教育有功獎」。王惠珀

在世界藥學會(FIP)呈現這個社會教育的成果時，令美國學

者讚賞不已，直呼在美國也做不到這樣的社會運動。她幽

默的回應：「美國人生下來就醫藥分業了，不需要這樣的

運動」。加拿大學者替她擔心會有「political pressure 

from medical circle」，她也幽默回應：「Yes, I am 

prepared for going back to school」。

　　此外，基於青少年用藥問題的嚴重，她開啟「大學生

攔截小學生」計畫，請鄭慧文教授推動「小六生無藥的青

少年」教育，每年有三百多個小學提出需求，教育的小朋

友每年超過萬人。藥學系學生開始走出白色巨塔，走入人

間關注社會問題。

來到一個遙遠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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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灣有里長、有超商的地方，就有藥局，只是藥局從來

得不到政府關愛的眼神(50%未與健保特約，沒有處方)。為

了提昇藥局的能見度，王惠珀啟動「人民的眼目」計畫，讓

藥局藥師側錄違規廣告(94%疑似違規，多為中藥食品)。全

臺各地的地下電臺、電視臺花錢做廣告，王惠珀這位「藥

食藍波」則利用免費的衛生署媒體公關系統，親自上陣公

佈違規廠商。這個打擊不法的作為在立法院廣受讚賞，很

是神氣，藥政預算跟著年年加碼，開始介入戒煙防治、防

治愛滋針筒回收、衛教等人本服務。至於因此而陷她家人

於黑道威脅，則是後話，按下不表。

　　王惠珀為實踐社區價值，落實「總體營造社區藥事服

務」理念所做的努力，讓藥政處獲得行政院「參與及建議

制度獎」。如今藥師積極介入長期照護，與當初推動藥師入

世，建立為消費者做近身服務的能量，有很大的關係。註5,6

特別值得一提的是，雖然王惠珀無緣在楊志良署長任內服

務，這位崇尚普世價值的署長給了藥師極大的舞台，讓社

區藥局成為落實公共衛生的生力軍。

　　王惠珀說，實踐理想是人生最大的快樂，很少人像她

一樣有這樣的機會。

註5：「社區價值-防疫的後勤思考」，王惠珀，林淑梅，陳瓊雪，洪永泰，

　　 疾病與社會-臺灣歷經SARS風暴之醫學與人文反省，蔡甫昌與江宜樺主

　　 編，臺大醫學院出版，pp197-205，二o一二年。 

註6：「由人本出發做對的決策」，王惠珀，藥政簡史，行政院衛生署食

　　 品藥物管理局出版，二o一一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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短暫從政　傲然身退

　　王惠珀忠於專業且不沉默的個性，顯然與官場文化隔

隔不入。二OO五年，她毅然請辭藥政處長，對於外界的猜

測她不願多談。事隔一年，她在一篇名為「到底要改革什

麼？」的投書中，隱隱透露她對扁政府不顧人權、讓國人

淪為白老鼠的厭惡：

　　「....健保藥品每年千多億，是兵家必爭之地。政府高喊

拚經濟，政治正確者適時獻策，提出臨床試驗產業化，用

人民的身體拚經濟。政府黔驢技窮了？連二個月的孩子都

急著投入生產線，且因此喪命。這樣的施政，置消費者保

護於何地？」註7,8

　　這樣懇切的說法，獲得政論家南方朔及作家劉墉(見

《我不是教你詐─健保篇》)為文呼應，顯見德不孤，必有

鄰。「托爾斯泰說：上天有眼，暫時不語，我謹記在心。

如果連二個月的孩子都保護不了，我有甚麼資格當官？」

王惠珀說。

註7：「到底要改革什麼？」，王惠珀，中國時報時論廣場二oo五年十月

　　 二十日。

註8：「The system building for safe medication」, Wang HP, Wang 

　　 CL, Lien JF, Risk Management Trends, ISBN 978-953-307-314-9 , 

　　 Giancarlo Nota ed, pp189-202, InTech Open Access

　　 Publishing Co. Brussel, EU, 2011.

來到一個遙遠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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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人為本　思考藥學精義

　　健保藥價主宰用藥，再多的社會教育都無法導正臺灣

不當用藥，王惠珀轉而鑽研藥事經濟，提出合理用藥環境

建構的三建議案：(1)使用學名藥導向藥品的可及性；

(2)藥師合理調劑量導向藥事服務的可近性及醫藥分業；(3)

統一發票式透明交易的HPW equation抑制不合理用藥。

　　其中學名藥法已通過，定義專利過期藥就是學名藥。

只可惜在「科員政治」之下，藥政處只能做到半套的美國

Hatch-Waxman Act (Patent Restoration)，另外半套

(Drug Pricing Policy)健保局則視而不見，每年因此浪費

了七十三億，再來向人民要保費。離開政府機構之後，王

惠珀以學者身份抨擊衛生署以「永遠的長子制」保護逾期

專利原廠藥，違背公平交易法，在立法院頗受關注，也促

成二OO九年「同成分、同品質、同藥價」政策。從此專利

過期藥降價，Norvasc降25%/年省11億、Lipitor降價27%、

diclofenac每年少支出97%的冤枉錢。這些成果，都是出自

於她的藥事經濟研究。註9,10

　　回歸學者角色、少了羈絆的王惠珀，似乎更加如魚得

註9：「臺灣藥事服務的環境分析」，梁亦松，何蘊芳，王四切，洪永泰，

　　 王惠珀，藥學雜誌29(1)，pp8~17，二o一三年。 

註10：藥事法第40條之1及2修法始末，王惠珀，藥物科技發展與智財產權

　　  保護，朱懷祖、梁啟銘、孔繁璐編輯，景康藥學基金會出版，

　　  二oo六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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藥學系第十七屆畢業照，1973年。

水，開始進行「以人為本」的社會學思考。她在為臺北醫

學大學的學生導讀《千年一嘆》時，引用作者余秋雨的話

「體驗社會是無限的浪漫，可以讚賞別人的好，可以讓別

人分享自己的好」，做為藥學生走入社會的心靈雞湯。她

始終記得在美國工作時，猶太上司Leslie M. Werbel的「多

贏思維」，鼓勵藥師接軌消費者，創造雙贏。在她看來，

藥事服務本是社區行業，如果用藥沒有可近性，老弱殘疾

沒有近身照顧，臺灣怎麼稱得上是進步社會？ 

　 　 「 集 合 式 醫 療 讓 會 讀 身 體 的 藥 師 在 醫 院 服 務 藥 品

(pharmaceutical care)，而把服務消費者(patient care) 的角色拱

手讓給不會讀身體的生技促銷業者，臺灣人民不能安居樂

來到一個遙遠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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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惠珀系主任與孫教授及系學會長顧記華

，1990年。　
密西根大學時代的年少輕狂-與夫婿(台大
政治系教授)，197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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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藥師沒有明天。」註11 

  不過她也坦言，藥師的角色被曲解，有很大一部份是源

於藥學教育的「社會冷感症」。獨尊科技的教育讓藥師只

想走入醫院，無意也無法走入社會，臨床藥學的價值被扭

曲成醫院藥學。教育的「去社會化」，一直是她心中最大

的遺憾，她在「全人教育是藥學教育制度改革的前題」一

文中，是這麼說的：

　　「藥學是處理知識經濟體系風險(身體、社會)的整合式

註11：「規範藥價遊戲規則導向合理用藥」，王惠珀，藥學雜誌，27(3)，

　  　pp2-5，二o一一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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藥政處長任內分享陳瓊雪老師及景康基金會教育部社會教育有功獎，2004年。 北醫大藥學院長任內做人文導讀，2008年。

教育。國內藥學教育改革無視於醫藥不分業，迷信18歲綁

到24歲就可以培養出對社會有影響力的藥師。坦白說，該

改革的第一順位是具有Doctor of Philosophy名器的教育提供

者，沒有宏觀的理念是不能做教育規畫的。」註12

　　如此沉重而剴切的文字，印證了薩依德對王惠珀治學

的影響。有朋友善意勸她不要如此「尖銳」，她卻說：「

偽善不是我的特質，再沒有人像我一樣講話，這個體系會

垮得更快，不管是身體體系或社會體系」。縱使宏觀與入

世在臺灣社會從來不是主流，她倒是看得很開：「莫札特

註12：「全人教育是藥學教育制度改革的前題」，王惠珀，藥學雜誌，28，

　　  pp7-10，二o一二年。

來到一個遙遠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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藥師節馬總統頒獎
藥師典範，2013年

。

在奧匈帝國時代從來不是主流。二百年後，事實證明非主

流的莫札特才是音樂的永續經營者」。

　　年輕的銳意與理想不曾退卻，王惠珀堅持做個知識份

子，言人所不敢言。恰如獲得第十二屆王民寧先生紀念基

金會「醫藥研究成果對國民健康有傑出貢獻獎」時，媒體

對她的形容：「在醫藥界猶如雪中梅花，傲然高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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