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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實證研究專題】

重構食安風暴：從 1979 年的米糠毒油事件說起
作者：蘇上雅
連續幾個星期，從英國藍到五十嵐，從茶葉的農藥到知名早餐店使用的雞蛋，
食安風暴如連環鞭炮，在你的生活周遭爆開來。對於那些飲料中含有多少 ppm
毒素的數字，你可能沒什麼感覺；昨天才剛買了一杯英國藍的伯爵茶，喝下去的
時候也渾然不察，還因為它能解渴清涼所以高興了一下。但現在你可能提防些，
在上學上班途中要買杯飲料前，還要先用手機查查看最新的食安新聞爆料。
時間推移至 2013 年 10 月，距今還不到兩年，所以你還算記憶猶新，或說心
存餘悸。那天你可能還低著頭，邊嚼著餐廳的食物，邊滑著肘旁的手機螢幕，再
邊聽著小吃店電視播送的新聞。忽然間，你抬起頭、豎起了耳朵，與左右兩旁一
起嚼著食物的陌生人們面面相覷。電視機上播送著大統公司所生產的特級初榨橄
欖油，被檢舉裏頭摻了非橄欖油的成分。低下頭，你繼續嚼著、吞下那些食物，
也吞一份恐懼。連續幾天，各大報紙、各個新聞台與獨立媒體，爭相報導著問題
油品最新的調查結果，並訪問專家學者，關於這些問題油品中所添入的成分銅葉
綠素中，究竟含有多少的致癌率。這起被稱為黑心油風波的食油風暴中，牽連了
多家下游市場廣大的食品集團，其後相關的新聞、偵查，成為時下台灣大眾關心
的議題；而這起黑心油風暴，也喚起當今許多外食族對食品來歷、安全的重視。
然而，你可曾知道，在三十年前的台灣這片土地上，也曾發生過一起駭人的
食油風暴？比起當今被炒得火熱的食安新聞，在戒嚴時代被爆出的聲音顯得薄弱
含蓄；與風險社會下、機率被視為傷害的情形不同，這起風暴的後果直接地顯現
在食用油品的受害者身上，對他們日後的生活上產生難以結痂的瘡疤。更嚴重的
是，這些傷痛在亟需治癒的時間點，被政府與社會淡然處置；而時過境遷，當他
們的故事終於在大家遺忘後娓娓道來，那些深刻的疤痕早已留下。
但歷史，會流動；而文字，會說話。當我們回頭觀照過去不曾細究的食安風
暴，從不同形式的媒體、不同來源的聲音，形塑一個相似的經歷，你將看到更全
面的事件與形變至今的過去，更看到過往的經驗裡，早已埋藏著當代議題的種子，
幾十年來仍在等待著這土地的人們去重視並澆灌之。

受難之始
1979 年，對許多台灣人而言並不陌生。那一年底，美麗島事件爆發，在許
多當代台灣人或外國人的眼裡，那是台灣民間政治民主化的一個重要時點——那
一代的青年學子對民主高聲呼喚，站在桑榆晚景但仍秉著威權的政府面前，站在
電視機盒子前，代台灣人民受難了。
但同一年年初，在同一片土地上，也有一群人正在受難，正在經歷著身體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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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折磨、精神上未知的恐懼。他們為數眾多，但是如螻蟻，聚在一起多而渺小。
而他們正在並且將要苦痛的命運，他們原先也未知，原先只是在這政治威權、經
濟起飛的時代脈絡下，平實地生活著，或者盡力讓自己可以接近平實地生活，或
者為了政治民主以外的其他夢想而活著。
那個年代，正在發展勞力密集工業的台灣，家家戶戶還是在家開火居多，學
校、工廠也多有伙房準備膳食。創立於 1956 年、全台第一所提供盲人免費就讀
的惠明學校也不例外。當市面上開始販售聲稱具有高營養價值的米糠油，惠明學
校第一屆校長兼創辦人陳淑靜聽聞，也跟進採購。惠明的學生、老師、校長，三
餐都吃米糠油煮的食物。
1978 年年初，騷動從皮膚上蔓延開來。大家的皮膚變得黝黑，一顆顆像癩
蛤蟆背上疙瘩的痘子，從全身各處冒了出來，又痛又癢。1當時才新婚不久的陳
淑靜，自己和學生一個一個冒出痘子，擠出來的是散發著惡臭的油性分泌物。2
惠明的畢業生呂文達五歲就遠從金門到台中惠明寄宿讀書3，九歲那年，無
法「目」睹事件的他，用幼小的身體和心靈，經歷了這場毒油的苦難，在身體和
心裏烙下至今難以痊癒的瘡疤。
那年以為只要將膿包擠出來就可能痊癒，於是老師逮到機會就盡力為學生擠
膿包。4

宿舍哀號聲此起彼落，像殺豬一樣。5
這些歷歷如繪的描述，不論是記者側寫傷病者過去發病的狀況，或是傷病者
的受訪回憶，擷取自台灣法實證研究資料庫中所收錄的、2003 年（亦即台灣油
症事件發生三十週年）關於台灣油症受害者支持協會成立的各報報導。那麼油症
事件剛在台灣這片土地上猛烈地爆發開來的 1978 年，報紙媒體上又記載了什
麼？

識毒：霧裏看花
從資料庫所收集的之民國六十八年（西元 1978 年）十月九日聯合報新聞6中，

1

〈多氯聯苯中毒 過往災害借鑑 莫再與毒共存〉
，[C_0005_0005_0005]，收錄於臺灣法實證研
究資料庫，法律文件資料庫。
2
〈油症受害者協會成立 要求補償〉
，[C_0005_0005_0004]，收錄於臺灣法實證研究資料庫，法
律文件資料庫。
3
〈惠明師生 受害最深 有人自殺 有人 12 歲患子宮癌〉
，[C_0005_0005_0001]，收錄於臺灣法
實證研究資料庫，法律文件資料庫。
4
同前註。
5
同前註。
6
〈問題米糠油導致皮膚怪病 生產商及豐香行昨被查封 彰化油脂公司懷疑經銷商在油裡動手
腳 豐香行全家 〉
，[A_0004_0001_0004_0023]，收錄於臺灣法實證研究資料庫，法律文件資
料庫。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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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發現：時至該年 10 月 8 日（亦即在惠明學校通報國家單位五個月後）
，省政
府衛生官員才終於到彰化縣與台中縣，對導致皮膚怪病的問題米糠油樣品、原料
進行查封與抽樣，並勒令停止生產與出售。在同日的聯合報上，還有一篇訪問台
灣省植物保護中心專家的報導：
博士昨天表示，……國內這次的皮膚怪病如果確實是「PCB（多氯聯苯）」所
引起，可能是商人不瞭解「PCB」的厲害加入別種油類，也可能是製造過程
貨運輸過程中受到污染，無論是那一種情形都應調查清楚，今後多方防範才
行。7

……米糠油一向被認為是營養豐富有益健康的油脂。過去這種油脂被做為工
業用，近年來始由政府輔導部分製油業大量生產，供烹飪用。8
另一篇訪問台大醫院教授的報導，則透過教授之口，道出：
製造米糠油的過程中，有一個加熱的步驟，但加熱非直接將油放在火上，而
是把裝有多氯聯苯的不鏽鋼管子浸在油中，藉加熱不鏽鋼管而達到脫臭的目
的，這次彰化油脂公司出品油中含有多氯聯苯，很可能是管子破洞，多氯聯
苯滲出的緣故。……醫學界人士認為政府應重視受害人的賠償問題，以保障
消費者的生命安全。……目前在台中縣大雅鄉私立惠明學校師生一百五十二
人，均患有輕重之皮膚病，並經衛生機關妥予治療中。9
直到惠明通知衛生單位五個月後，報紙上仍充斥著問題油品製造商與中盤商
相互推卸責任的辭令，關於米糠油中究竟是否摻入多氯聯苯，則沒有任何政府官
員下定論。在訪談報導中，可以看見植物專家對米的生物特性詳細的介紹，以及
對「皮膚怪病」發生的保守推測與叮囑。在報紙上，也看到醫師作為專業的代表，
訴說米糠油在生產過程中，如何可能摻入多氯聯苯；並呼籲政府保障消費者的權
益。這些與米糠油事件相牽連專業中的專家代表，似乎是當時的新聞中，少數能
夠獨立發表意見與臆測的非官方聲音。有趣的是，這些專家學者所發表的意見，
很可能超出或甚至無關乎自身的專業。「專業」的頭銜在此似乎作為一個有權利
說故事的充要條件，一旦滿足這種前提，就能夠開口說故事。從專家，特別是醫
療專業人士的論述中，可以推測，當時此環境污染所導致的後遺症，在台灣醫療
界尚未有深入的研究討論；民間社會關心的倒不是如何救治，反而是傷害的損害
賠償、消費者的權益保障等。於是醫師或植物學家透過其專業為後盾，代民眾（觀
眾）之口，說出那些擔憂與疑慮。

7

8
9

〈多氯聯苯毒性重 可能禍延第二代 掺入油脂中慢慢侵蝕人體 傷害心肝腎 不僅止於皮
膚 〉
，[A_0004_0001_0004_0021]，收錄於臺灣法實證研究資料庫，法律文件資料庫。
同前註。
〈董大成探望病童 一個個面色菜黃 多氯聯苯引發皮膚病 目前治療尚無特效藥 〉
，
[A_0004_0001_0004_0024]，收錄於臺灣法實證研究資料庫，法律文件資料庫。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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遲來的告白
然而在這些報導中，受害者的聲音卻消失了，甚或不曾存在過。他們以「惠
明學校師生」的身分、無聲而平和地躺在新聞中，仿佛沒有感覺的客體，只在檢
查報告、調查結果中，被「客觀」地描述他們的樣貌：面色菜黃。我們不禁要問：
是什麼樣的時代、什麼樣的政治經濟脈絡與社會價值背景，使受傷者切身的吶喊
被消音？而這些受傷的人們，真的如 1978 年聯合報上衛生官員所指出、正在經
衛生機關「妥予」治療嗎？經過了三十年，時代變了，政治脈絡變了、報導的方
向和撰寫方式也改變了。而此時，我們終於在油症受害者支持協會成立的新聞報
導中看到遲來的追蹤：
三十七歲的惠明校友鄭學華，在剛升小學二年級的那年，成了米糠油多氯聯
苯污染的受害者，高中畢業後，就長期待在家裡。2006 年，他被醫生確診
罹患骨癌，歷經復發、截肢及癌細胞轉移，只剩半年生命。此時能照顧他的，
只有重度小兒麻痺的哥哥與年邁的母親。據鄭學華的哥哥表示：醫師懷疑弟
弟的骨癌可能與多氯聯苯中毒有關，但苦於找不到證據。10

當年惠明學校的校長陳淑靜，因為油症導致淚腺嚴重發炎，如今每天早上眼
睛幾乎無法睜開，一隻眼睛近乎失明。陳淑靜受訪時表示，十多年前有一位
二十出頭、從事盲人按摩的男孩，因為受不了客人嫌他「皮膚病」
、
「流膿」，
11
最終憤而自殺。
二十多年前從金門隻身到惠明就讀的呂文達說，多氯聯苯中毒後，在全身上
下長出的膿包，擠破後變成瘡疤，對按摩工作造成極大干擾，且手指骨頭時
常隱隱作痛、難以施力。12
以受害者為主體的故事，遲滯了三十年，終於浮現在報紙上。在過去的三十
年間，他們面對無端加諸身體和心靈的環境成本，試圖與創傷共處——不論是身
體上的或精神上的——然而，在試圖療癒與跨越的過程中，他們遭到的卻是二度、
三度一而再、再而三的創傷。

瘡疤：在司法的高牆前
米糠毒油事件的受害者，在當年甫創立的消費者文教基金會之幫助下，對製
10

11

12

〈多氯聯苯 禍害無窮 米糠油受害者求償無門 求醫碰壁〉
，[C_0005_0005_0003]，收錄於臺灣
法實證研究資料庫，法律文件資料庫。
〈惠明師生 受害最深 有人自殺 有人 12 歲患子宮癌〉
，[C_0005_0005_0001]，收錄於臺灣法
實證研究資料庫，法律文件資料庫。
〈多氯聯苯 禍害無窮 米糠油受害者求償無門 求醫碰壁〉
，[C_0005_0005_0003]，收錄於臺灣
法實證研究資料庫，法律文件資料庫。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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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生產毒油的彰化油品公司提起訴訟。然而，攸關民國 68 年米糠毒油事件的幾
場關鍵判決書，不論在各級法院所收錄的裁判書彙編，抑或在司法院的法學資料
檢索系統網站上，皆是查不到的。
根據研究者指出，各級法院所編印之裁判書彙編中所收錄的、被法院認定「具
有參考價值、爭議性、原則上重要性、代表性或教育性」之裁判，僅收錄至 1991
年（部分法院至 1990 年）
；因此，在此之前的法院判決，原則上並不主動公開。
13
除彙編外，於 1998 年電子化的裁判書查詢系統中所收錄之裁判書亦有時間上
的侷限：地方法院及高等法院均僅收錄 2000 年以後之裁判，而最高法院則僅收
錄 1996 年以後者。14欠缺法律授權、揀選方式模稜、有收錄時間限制的選擇性
公布，使得人民監督司法的民主功能難以落實，更使得包括米糠毒油事件在內之
多起台灣社會變動歷史中的重要縮影事件，其進入司法訴訟程序後的判決材料未
被公開，跨法學與社會之全面深入研究難以實踐。
在臺灣法實證研究資料庫團隊的努力下，歷經波折，終於獲得台中地方法院
同意提供米糠毒油案的五份關鍵判決書，今日我們得以從一紙台中高等法院的判
決書中，窺見當年法院如何衡度這場毒油風暴中的正義，又如何將其評價涵納於
法律形式的撰寫中：
被告彰油公司於 66 年至 68 年四月間所製售之米糠油卻有受多氯聯苯之污染，
已堪認定。而陳 oo 生前為該公司董事長，被告黃 oo 為該公司經理，共同
負責製售米糠油工作，係從事該項業務之人，而彼等於製造米糠油過程中，
於脫臭槽使用多氯聯苯為熱媒，自應注意防止多氯聯苯污染其製售之米糠油，
其能注意而疏於注意，以致米糠油受多氯聯苯之污染，自屬彼等於該業務上
之行為有過失，再彼等因業務上之過失，以致該公司製售之米糠油受多氯聯
苯之污染，使食用其米糠油之原告及其選定人暨訴外人等遭受多氯聯苯中毒
而發病受傷或死亡，是比等之過失行為與原告及其選定人之中毒發病受傷之
間，顯有相當因果關係之連絡，自均應負過失侵權行為之責任。15
在這份判決書中，法院明示彰油公司所生產的米糠油確實遭受多氯聯苯污染，
更指出該公司負責人對於多氯聯苯污染其所出品之米糠油，以致食用該油品者中
毒發病之情事，具有過失、應負損害賠償責任。代表國家高權的法院，在國家司
法審判機制中，以法律專業的撰寫形式，指出彰油公司對於受害者的賠償責任，
在判決當下，無疑是對毒油風暴的受害者們一個強而有力肯定。
然而，儘管在訴訟中得到勝利，被判處有期徒刑的公司負責人卻早已脫產16；

13

14
15

16

馮倉寶（2010）
，
〈不利人民監督的司法資訊公開制度——以政府資訊公開法下之法院判決為
例〉
，《臺灣法實證研究資料庫研究通訊》，13 期，頁 6-10。同前註。
同前註。
〈台灣高等法院台中分院七十一年度訴字第一六二號民事判決〉
，[A_0004_0001_0001_003]，
收錄於臺灣法實證研究資料庫，法律文件資料庫。
〈史上最大公害 多氯聯苯 30 年 遺毒傳下一代〉
，[C_0005_0005_0002]，收錄於臺灣法實證研
究資料庫，法律文件資料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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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當負責人病死獄中，而其繼承人又紛紛拋棄繼承，再加上 1980 年開始實
施的國賠法不溯及既往，傷害在法院裏滾了一周，待到要實際進入賠償的階段，
受害者才恍然發覺，這份來自國家權力的加持，是如此仰之彌高，卻無計可施。

裂隙：在因與果之間
而當年允諾「妥予」照顧病患的政府衛生單位，是如何關照這群台灣工業發
展體制下的受害者呢？在政府發給油症受害者支持協會的公文書中，多次看到衛
生署口徑一致的聲明：
自油症事件發生後，政府即陸續提供油症患者相關照護，目前對於油症患者
提供之健康照護包括：每年提供油症患者免費健康檢查照護服務、補助油症
患者健保門診就醫部分負擔醫療費用、加強對女性列冊患者第二代之照護等。
17

三十年來，政府的基調始終未變，認為已對受害者做出妥善的照護措施。然
而，這些立場堅定明確的公文書中，照護的陰影隱而未見。從 2009 年訪問油症
受害者的報導中，我們才得以窺見這些照護措施的裂隙。受訪的油症受害者指出，
油症病患拿健保局核發的「油症患者就診卡」就醫，只能免繳門診的部分負擔費
用——也就是掛號費——對經常要開刀刮除皮膚膿包的油症病人來說，這樣的補
助微乎其微。曾任教於惠明學校的受害者廖脫如老師說，有些醫院拒收「油卡」，
病患還得自掏腰包付全額。多年來生活上深受油症後遺症困擾的按摩師呂文達更
指出，政府審核發放油症卡的程序很嚴格，而由於醫師認為不能保證起膿包、關
節痛的症狀與油症相關，他至今尚未取得「油卡」。
透過觀照政府公文與油症受害者的訪談報導，能看到對於同樣的補助措施，
補助與被補助者期待之間的脫鉤。這種矛盾更進一步顯露出長期以來政府對於公
害補助的認定方式與其問題。對於因食物或長期暴露在污染環境下所產生的身體
傷害，政府政策或相關法規的參考依據多來自現代醫學或公共衛生專業的研究結
果；反之，直接承受環境公害的受傷主體，則往往被客體化為受補助的對象，主
體對於受傷的感覺不被納入政府草擬措施的參考依據，而只能事後給予非正式的
評價，並且通常唯有透過民意代表或非政府組織施以壓力遊說，才能讓政府願意
站在溝通的平台上、予以一個懇切的「聲明」。
現代醫學或更廣泛的現代科學研究，強調現象或問題的歸因；而在單方面信
賴量性歸因實證研究的背景下，政府對公害補助的標準、規則也往往強調因果關
係。然而，上述傾向忽視了量性歸因科學研究的限制：一個新研究需要時間、技
術等多項成本，在尚未證明病症與公害具有因果關係的期間，該如何面對？又，
一些顯而易見的損害，例如受傷的情緒和對殘疾生活的恐懼與受害者的家庭因此

17

〈0981027 行政院衛生署國民健康局國健社字第 0980200842 號函〉
，[C_0005_0002_0001]，收
錄於臺灣法實證研究資料庫，法律文件資料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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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害所導致的變遷，又如何用量性歸因科學研究加以評估？

結痂與康復？
1979 年，一個在台灣歷史上、以民主正面衝撞威權體制，而被記億下的、
深刻的一年。從此以往，在這片土地上，如雨後春筍般，追求政治民主的行動與
發聲由暗處浮上檯面，更進一步促進舊體制的廢止與新制度的創建。同樣發生在
1979 年的米糠毒油事件，比起整體社會人民的自由權利似乎難以比擬，對於主
體的傷害卻是如此切身而具體、深入而長遠。比起抽象的民主價值，對於一群規
模相對有限、傷害具體可見的受害者，政府與體制經常有一套回應的對策。然而，
其對於傷害的解讀往往停留在可目測、可辨識的表層，而難以深入傷害的核心，
更難以觀照到傷害隨著時間、對個體生命所產生的深遠影響。自 1979 年米糠毒
油事件爆發以來，主管機關歷經省政府，到行政院衛生署疾病管制局，再到行政
院衛生署國民健康局；而業務名稱由「多氯聯苯業務」更迭至「油症受害者照護
與追蹤業務」
，補助一直都在、也不斷更新……但從受害者的觀點出發，不論主管
的機關是誰、措施的名目為何，行政部門所給予的，一直以來僅是暫時、殘補式
的修復。草率而沒有彈性的傷害辨識，使得傷害的結痂、痊癒之路，三十年以來，
坎坷艱難。
2009 年，深感油症救護與補償難以落實的油症受害者及關心油症議題的社
會人士共同組成油症受害者支持協會，由協會草擬「油症受害者救濟法」送交立
法院審查。從法實證研究資料庫所收錄的〈油症受害者救濟法草案總說明〉18中，
能看到這份草案除了明確化行政機關的責任分配外，在油症受害者之認定方式上，
亦肯定受害者的主體性：譬如在草案中，將「自覺為油症受害者」列為認定油症
受害者的方式之一，將受傷主體的受害經驗拉提至與受主管機關調查認定等高之
位階。另外，考量到化學毒害之於不同個體症狀的變異性，草案中更主張彈性化、
綜合考量事實之受害者認定標準。今年二月四日，
《油症患者健康照護服務條例》
公布、施行，條文中確明確化主管機關的責任歸屬19，亦宣誓主管機關有推動各
項油症照護政策、研究並檢討執行結果的義務20。然而，前述草案所重視的、受
害者之主體經驗與個案考量的受害者認定標準，是否能落實於原則、抽象性的十
四條規範中，仍有待深入、實際的考察。
三十年後的台灣這片土地上，特別是近幾年來，食安風暴頻傳。進一步觀察
這風暴的形狀，我們樂見的，是風暴被識別的時間點往前移動，在政治自由化、
風險社會、外食比例提高等社會變遷之脈絡下，食物安全浮出檯面，成為公民社
會共同關注、防範的議題。然而，也有許多重要的、深沈的問題——例如一個積
極接納、受害者主動敘事的審判機制和執行補助機制——卻從過去的公害事件中
18

19
20

〈油症受害者救濟法草案總說明〉
，[C_0005_0003_0002]，收錄於臺灣法實證研究資料庫，法
律文件資料庫。
油症患者健康照護服務條例第二條。
油症患者健康照護服務條例第七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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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存在，而至今仍延續下來、尚待研究。
藉由法實證研究資料庫所收錄之不同來源與形式的史料，細究台灣 1970 年
代工業化背景下一場延續至今的食安悲歌，我們看到過去的多聲性——身處於不
一樣社會位置、不同時代背景的主體，對於同一件事，可能有完全不同的解釋（空
間）。而在觀照不同時點對於同一事件的描述中，我們也看到歷史的流變性：從
時間的變項中重新理解過去，也從過去的事件中認清當代仍再製著的深刻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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