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台灣實證醫學學會會刊 2013; Vol4 Issue1 1 

2013 ;  Vo l  4  I ssue 1  

 

 
本期目錄 

 

主題 頁碼 

秘書長的話 
2 

台灣實證醫學學會 朱世明秘書長 

主編報告 
3 

台灣實證醫學學會出版委員會 紀景琪主委 

實證新知單元：較早篩檢，並不一定真的比較好 
4 

臺北醫學大學˙萬芳醫學中心 陳可欣督導長等 

奇異的印度旅程：參加第一屆 ISEHC 年會心得分享 
10 

萬芳醫學中心護理部 陳可欣督導長 

第 20 屆 Cochrane 年會參加心得報告 
15 

弘光科技大學護理系 黃采薇副教授 

會務報告 
17 

台灣實證醫學學會 陳盈盈秘書 

《台灣實證醫學學會會刊》稿約 
18 

台灣實證醫學學會出版委員會 
 

 

 

 

 

 
Evidence Counts 

台 灣 實 證 醫 學 學 會 會 刊  

理事長：余光輝  秘書長：朱世明 

編輯團隊：台灣實證醫學學會出版委員會 

主編 紀景琪 

編輯 朱世明、余光輝、李玲玲、陳琦華、甯孝真、楊宗翰、劉人瑋 (依筆劃順序) 

文章審閱 朱世明、余光輝、李玲玲、楊宗翰  執行編輯 陳盈盈 



台灣實證醫學學會會刊 2013; Vol4 Issue1 2 

 
秘書長的話 

 

台灣實證醫學學會 朱世明秘書長  

時光荏苒，在台中中山醫學大學辦完了 101 年度的年會後，這屆的任期就剩下不到一年

的時間了。同時時序又進入了新的一年，首先在這裡向全體會員道一聲新春如意！願新的一

年大家身體健康工作順利。 

 

接任祕書長一職實在是余光輝主任的器重，接任之初的確誠遑誠恐，畢竟經驗及學能有

限！一路走來陪同余光輝理事長的步伐，我們也確實完成了好幾項令人興奮的工作，首先是

在郭耿男教授及前任理事長侯勝茂院長的策劃下，我們學會與北醫實證研究中心共同爭取

2014 年國際實證照護學會（International Society for Evidence-Based Health Care, ISEHC）於台

北舉辦的機會，這是一個非常難得的機會能夠讓台灣站上世界舞台，增加台灣的能見度，屆

時將會有世界級的實證醫學方面專家學者會超過 300 人以上齊聚台北，討論各個相關的主題，

其實是一定精采可期的。 

 

其次是在出版委會主委紀景琪醫師的努力及所有學會出版委員們的齊心參與下，我們學

會的會刊都能準時出刊，而且每期內容都是紮實且具繼續教育意義，這份工作的困難是邀稿

及審稿都不容易，費盡千辛萬苦能有如此的刊物發行誠屬不易，也再一次謝謝這些參與者的

辛勞。 

 

另外就是我們學會與台灣愛思唯爾有限公司共同完成了實證醫學-臨床實務與教學指引第

四版的翻譯編撰工作，如期在 2012 年九月順利出版發行，這本書無疑將是目前國內最具有參

考價值的一本書籍，非但是教學者的指引更是各個不同醫學領域人員的最佳參考書，因為它

的內容最新且與世界同步，更重要的是每一章節都有國內實證醫學方面的專家學者所仔細寫

下的評論，可讀性極高，學會也確實在扎根國內實證醫學推廣的工作上做出了貢獻。 

 

展望未來一年，推廣實證醫學的工作必須繼續下去，也需要全體會員及關心實證醫學的

人繼續鞭策及鼓勵，我們一定會把這份工作做好做對，不致辜負所有關心我們的人對我們的

殷切期望，最後代表余光輝理事長及全體理監事對所有會員致上十二萬分的謝意，也預祝我

們學會會務順利，大家新年心想事成。 

 

 

 

 

 

 

 



台灣實證醫學學會會刊 2013; Vol4 Issue1 3 

 
主編報告 

台灣實證醫學學會出版委員會 紀景琪主委  

在台灣，癌症已經連續第30年蟬聯十大死因之首，每100個人就有28人死於癌症。每年不

知有多少原本事業輝煌的青壯年人因為癌症而中斷他們原本的大好前程，也不知道有多少家

庭因為癌症而失去幸福。『早期診斷，早期治療』是癌症預防醫學的一項黃金定律。近年來

醫療科技的進步，也提供了愈來愈多早期診斷癌症的利器。診斷工具的檢驗標準中最重要的

便是敏感度(sensitivity)及專一度(specificity)。早期診斷癌症的工具在設計上通常會偏向高敏感

度，所以偽陽性便是不可避免的。例如多年來歐洲的學者們便經常辯論乳房攝影術

(mammography)是否因為過度診斷(overdiagnosis)而增加了不必要的乳房切除手術，造成弊多於

利，並且提倡在提供婦女們乳房攝影術前，應事前清楚告知出現偽陽性的比率，做為其選擇

接受乳房攝影術的判斷參考。Iain Chalmers及Paul Glazisou等實證學界大師的著作《Testing 

Treatments: Better Research for Better Healthcare》便深入探討早期診斷的利與弊並提出他們的改

善方案。萬芳醫院的可欣、杰峰及珮娟翻譯了該書其中一章，《較早篩檢，並不一定真的比

較好 (Earlier is not necessarily better) 》，特別刊載於本期會刊以分享給各位讀者。 

 

實證醫學界現在最重要的學術會議有二：International Society for Evidence-Based Health Care 

(ISEHC)及Cochrane Colloquium。在本期會刊中，可欣為我們簡介ISEHC，分享她參加第一屆年

會奇異的印度旅程，並且忠實報導台灣與會者爭取使用Taiwan名稱的歷程。弘光科大的采薇老

師則分享了參加在奧克蘭舉行的Cochrane Colloquium之見聞。 

 

今年是蛇年，主編借會刊一角祝福各位熱愛實證的夥伴，井井有條，川流不息，龍馬精

神，蛇我其誰！ 

 

會刊主編 紀景琪 謹啟 2013.1.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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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證新知單元：較早篩檢，並不一定真的比較好(Earlier is not necessarily better) 

 

臺北醫學大學˙萬芳醫學中心  

實證知識轉譯中心、護理部 陳可欣督導長 

實證醫學中心 陳杰峰主任、曾珮娟小姐 

篩檢對於早期偵測疾病及維持健康聽起來是很有幫助的，但在某些狀況下，篩檢不見得

都總是有幫助，同時也可能會帶來不良的後果。然而，在提供篩檢時，這些可能的傷害卻常

被忽視。篩檢本身就是一種醫療干預，不單純只是一個檢驗而已，還包括後續有效的健康管

理策略，尤其是對健康者提供篩檢，更應持審慎的態度。在最好的狀況下，篩檢應該只提供

給那些有充分證據需要進一步確認健康狀況或治療的人，並且這個篩檢項目也應該是對身體

沒有傷害、價格可以負擔，且施作品質良好的 1。對於參加篩檢的對象，應提供充分的訊息，

讓他們有足夠的資訊決定是否接受篩檢 2。 

 

從神經母細胞瘤篩檢得到的經驗 (LESSONS FROM NEUROBLASTOMA SCREENING) 

 

神經母細胞瘤是一種主要發生在幼童的罕見癌症，腫瘤會侵犯體內不同部位的神經細

胞。存活率取決於診斷時兒童的年齡、身體受侵犯的部位及擴散的範圍，若診斷時年齡介於

一至四歲，五年存活率大約 55％左右 3。神經母細胞瘤有一個奇怪的特點，在沒有治療的狀

況下，有時腫瘤會完全消失，稱為「自然消退」(spontaneous regression)
4。 

 

神經母細胞瘤篩檢是一種簡單且廉價的試驗，只要簡單驗尿，篩檢可檢驗出近乎九成的

病人，且若能在一歲前發現罹病，預後也較佳 5。1985 年，日本在沒有充足臨床試驗實證的

狀況下，針對六個月大的嬰兒，推出大規模神經母細胞瘤的篩檢。最初的三年，全國共有 337

名兒童被確診為神經母細胞瘤，並接受治療。1990 年的五年追蹤時，有 97％的人仍存活。然

而，持續追蹤 20 年的資料，卻沒有證據顯示神經母細胞瘤篩檢能有效減少兒童死於這種癌症。

因為日本推出這項篩檢的實證基礎，存在嚴重的缺陷。 

 

首先，五年存活率高達 97%的數據，確實令人印象深刻，但卻存在「病程長度偏誤」

(length-time bias)。因為神經母細胞瘤生長的速度很慢，且腫瘤有機會「自然消退」6。相較之

下，快速生長的腫瘤就不太可能得到這麼漂亮的實驗數據。雖然在這個例子裡，被確診罹患

神經母細胞瘤的 337 名兒童，大多有不錯的預後。但回頭想想，如果沒有接受篩檢，某些嬰

兒也可能永遠不會知道他們曾罹患腫瘤。篩檢可能導致過度診斷(over diagnosis)的問題，原本

健康的嬰兒變成病人，增加他們暴露於不必要的治療、以及治療可能帶來傷害的風險之下。 

 

此外，這個研究起初分析的是病人被診斷後的存活時間，而非出生後的存活時間，這是

很重要的議題。因為疾病的較早診斷，並不會讓病人活得更久，而是被疾病「標籤化」(label) 

的時間更長。換句話說，被診斷後存活時間比較久，只是因為「疾病時鐘」(disease clock) 更

早起跑。這是另一種形式的偏誤，稱為「前導期偏誤」(lead-time bias)。比較客觀的統計方式

是，存活時間應從病人出生日期開始計算，而非診斷日期。 

 

同時期在加拿大和德國進行的臨床試驗，共計納入約 300 萬名兒童，研究結果均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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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經母細胞瘤篩檢不但無法提供任何益處，且會增加不合理的手術和化療的機率，產生嚴重

不良的影響。基於這些證據，日本在 2004 年停止神經母細胞瘤的篩檢 7。 

 

權衡利益及傷害 (WEIGHING BENEFITS AND HARMS) 

 

    有許多篩檢，確實為病人帶來好處，如透過諮詢及健康指導，降低高血壓、高膽固醇血

症、吸煙等危險因子，有助於預防心臟病發作和中風。下文還會提供一些實例： 

 

苯丙酮尿症篩檢：已知有明顯益處 

 

    新生兒篩檢中常規檢測的苯丙酮尿症(Phenylketonuria, PKU)，對兒童的益處是很明顯的。

透過簡易的足跟採血及分析，可以較早發現無法代謝苯丙氨酸(phenylalanine) (一種常見於牛

奶、肉、魚和雞蛋中的物質，蓄積在血液中會導致不可逆的腦損傷)的嬰兒，透過特殊飲食的

控制，讓兒童有機會正常發展，避免產生嚴重的後遺症。 

 

腹主動脈瘤篩檢：可能是有益的，但要謹慎為之 

 

    隨著年齡增長，腹主動脈壁會變得脆弱而形成動脈瘤(常發生在 65 歲以上的男性)，通常

沒有症狀，但若無預警的破裂常導致死亡 8。英國針對 65 歲以上的男性提供腹部超音波篩檢，

視動脈瘤大小決定接受手術或後續追蹤。因為動脈瘤是一個大的手術，如果手術的合併症高，

那麼，民眾可能得到的傷害就比益處高。因此，篩檢及手術的品質就顯得至關重要，要謹慎

為之。 

 

乳房攝影篩檢：廣為接受，但仍有爭議 

 

乳房攝影(mammography)在很多國家已是常規的乳癌篩檢項目，人們假設其利大於弊。

2010 年，一位美國公共健康專家提到：在過去的 50 年裡，有 60 多萬名婦女參加了 10 項隨機

試驗，並持續追蹤 10 年。非常諷刺的是，乳房攝影檢查仍是醫學界最具爭議的問題之一 9。

因為過度強調乳房攝影檢查所帶來的利益，粉飾了它可能帶來的傷害、限制及不良的影響，

將這個檢查「販售」給婦女 10。對於參加篩檢的婦女，乳房攝影不可避免地會出現假陽性結

果，雖然可以早期診斷(early diagnosis)，但較早診斷並不會延長病人存活的時間。 

 

一項彙整臨床隨機試驗結果的系統性文獻回顧資料顯示，如果 2,000 名婦女定期進行篩檢

十年，會有一名婦女從中得到益處，避免死於乳癌。但同時也有 10 名健康婦女可能會因為篩

檢的結果成為「乳癌病人」，必須切除部分、甚至全部的乳房，有時還必須接受放射線或化

學治療 11。但這些乳房攝影所偵測到的病灶，往往生長緩慢(甚至是沒有增長)，甚至可能永遠

不會演變成真正的癌症。值得一提的是，這 2,000 名接受乳房攝影的婦女中，會有 200 名在等

待檢驗結果的過程中，經歷一場虛驚，直到確認檢驗結果正常。 

 

乳房攝影及乳房自我檢查用於乳癌篩檢，其研究結果都被證明弊多於利 12，不但對個人

的潛在利益是非常小的，並且有機會因為過度診斷(over diagnosis)和假陽性的結果造成傷害
13。若婦女仍被邀請參加乳房篩檢，最起碼，健康照顧者要提供足夠且平衡的訊息，讓參加篩

檢的民眾有機會決定她們是否願意參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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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列腺癌篩查：益處尚無法確定，但造成的傷害明確 

 

前列腺癌是世界各地男性第二常見的癌症 14，粗略可分為兩型，有些癌症具侵襲性，傳

播迅速快，死亡率高。但大多數癌症進展緩慢，終其一生都不會演變成致命的疾病。理想狀

況下，篩檢最好能偵測出威脅疾病的癌症、而非進展緩慢的。因為，任何前列腺癌治療的代

價，都可能付出令人沉痛的代價，例如尿失禁或陽痿 15。大多數前列腺癌的病人，體內前列

腺特異性抗原(prostate-specific antigen, PSA)濃度會增加。然而，沒有明確的標準界線，可以區

分是否真的罹患癌症 16。有多達五分之一的前列腺癌病人，PSA 指數是正常的。此外，PSA

的特異性也受到爭議，非癌性的前列腺腫瘤、感染，甚至某些止痛藥都可能使得 PSA 的濃度

增加。因此，若要用 PSA 作為前列腺癌的篩檢指標，仍有很大的限制。 

 

雖然如此，很多國家仍廣泛採用 PSA 作為前列腺癌的篩檢工具，但回頭想想，PSA 用於

前列腺癌篩檢，對於病人的益處及傷害的實證證據，在哪裡呢? 2010 年，針對 PSA 用於前列

腺癌篩檢益處和傷害的系統性文獻回顧顯示， PSA 確實能增加診斷前列腺癌的概率

(likelihood)，但是，對於病人診斷後的死亡率或整體死亡率，並沒有差異 17。所以，已經到了

要扭轉用 PSA 作為前列腺癌篩檢指標的時候了嗎? PSA 的發現者理查德‧阿伯林(Richard 

Ablin) 在 2010 年提到：「作夢也沒想到，我在 40 年前發現 PSA 的時候，會導致這樣由利潤

驅動的公共衛生災難。醫學界必須面對現實，不要再使用不當的 PSA 篩檢，這樣可以節省數

十億美元，並挽救數以百萬計的人免於不必要且令人耗弱的治療。」最起碼，任何男性在接

受 PSA 篩檢之前，都應被告知檢驗的局限性和可能產生的不良影響，這些令人感到不適的檢

查及治療的過程，可能是可以避免的 18。 

 

肺癌篩檢：早期、但不夠早？ (Lung cancer screening: early but not early enough?) 

 

篩檢可以早期發現疾病，但並非總是早到可以改變疾病的結果（見圖）。 

 

 

 

重度吸菸者肺癌生長及轉移病程 

(Growth and spread of lung cancer in heavy smok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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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些癌症，例如肺癌，在病人產生症狀及篩檢可以偵測到之前，就在體內擴散了。若嚐

試用胸部 X 光檢查偵測肺癌，就會發現這個問題(上圖 B)。在 1970 年代，許多大型的研究結

果均指出，重度吸煙者即使可以早期發現癌症，但卻沒有任何證據證明因肺癌致死的人數因

此降低。X 光偵測到的肺癌，早已經擴散到肺部以外。因此，即使這些病人早期發現疾病，

早期接受治療，與疾病共存更長的時間，但沒有證據顯示可以延長他們的壽命。 

 

最近，一項大型隨機試驗，納入 53,000 名目前以及過去重度吸煙者，比較 X 光及螺旋斷

層掃描(spiral CT)檢查，對肺癌篩檢的效果。兩組研究對象被分派到三個年度的篩檢程序中。

螺旋斷層掃描確實可以比 X 光更早診斷肺癌，有一小部份的病人在上圖 A 階段就發現，更有

益於治療(螺旋斷層掃描組有 346 位病人死於肺癌；X 光組有 425 位死於肺癌)。但這種有益的

結果，要付出的代價就是，病人被誤判為肺癌病人的比例非常高，以及相對付出的高額費用
19。 

 

基因檢測：有時是有用的，往往是不可靠的(Genetic tests: sometimes useful, often dodgy) 

 

基因檢測常用於檢測罕見、單基因疾病，如兒童期發病的裘馨氏肌肉萎縮症(Duchenne 

muscular dystrophy)、亨廷頓氏症(Huntington’s disease)等，在這種狀況下，基因檢測可用於發

現容易產生遺傳疾病的家族，並進行家庭生育計劃指導。然而，大多數疾病無法歸因於單一

的基因缺陷。通常情況下，疾病取決於數個基因的變異、或是這些基因與環境的交互作用。

當這些風險因素產生「關鍵」交集(critical combination)，疾病才會顯現 1。 

 

儘管知道基因的複雜性，但目前只要消費者付費並提供一點點唾液標本，坊間的基因檢

測公司就會把基因分析的結果寄給你。然而，這種基因分析結果卻對一般大眾或醫師一點幫

助也沒有，有些結果甚至會讓人感到焦慮，更遑論能對健康促進作出什麼貢獻。就像一位澳

洲的記者所言，「對任何一位關心生命週期醫學的人來說，基因檢測的市場無疑是最後的邊

界，看似無害的技術可以讓健康的民眾變成恐慌的病人，他們的人格也可能因為基因檢測出

容易罹病或可能早期死亡的傾向，而被重新定義」20。 

 

什麼是篩選想要達成的目的，為什麼需要實證 (What screening aims to achieve and why 

evidence matters) 

 

在前面提到的案例中，我們已經看到，在廣泛要提出一項篩檢的時候，我們需要考慮到

篩檢的特性，並提醒自己，究竟這個篩檢的目的是什麼。對於接受篩檢的民眾，是否注意到

他們本身有沒有跟篩檢項目相關的症狀或徵象等。篩檢的目的是減少死亡或因疾病帶來的不

良預後，協助病人從治療中獲得利益 1, 21。 

 

世界衛生組織在 1968 年的報告中，提出幾項篩檢需符合的基本條件 22：接受邀請參加篩

檢的民眾，需要獲得充足且平衡利弊的訊息，包括可能的傷害、後果及限制，以及潛在的益

處，讓大眾在決定是否接受檢查時，可以作出明智的選擇。重點摘錄如下： 

 篩檢項目必須是對公共健康有嚴重影響，或是可能影響大多數民眾的。 

 篩檢的疾病必須有一個明確可辨識的早期階段。 

 篩檢的疾病必須是能夠提供有效且可接受的治療，篩檢結果有可能會改變治療結果的。 

 篩檢工具必須具有信效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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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供的篩檢方案應該是有品質，且具經濟效益的。 

 提供給民眾的訊息應該是沒有偏誤、基於好的實證證據，清楚，且應包括潛在的利益及傷

害(如：過度診斷或過度治療)。 

 受邀參加篩檢不應是強制性的。 

 篩檢對於生理及心理上的益處應比傷害來得多。 

 篩檢所發現的疾病，應該有適當的設備進一步診斷及治療。 

 

有人是完全正常的嗎？ (IS ANYONE NORMAL?) 

 

在私人診所提供的全身電腦斷層掃描(CT)，可以掃描頭部、頸部、胸部、腹部和骨盆。

在沒有醫師的建議下，直接讓民眾接受檢查，來證明他們真的「正常」。這些檢查不僅非常

昂貴，並且也沒有任何證據證明對沒有疾病症狀的民眾而言，有任何好處。必須注意的是，

接受電腦斷層掃描所暴露的輻射量是照胸部 X 光的 400 倍以上。正因如此，2007 年英國醫療

環境輻射委員會(Committee on Medical Aspects of Radiation in the Environment, COMARE) 強

烈建議，應該停止對健康、無症狀的人提供全身電腦斷層掃描的服務。2010 年，英國政府宣

布，對於全身電腦斷層掃描打算實施更嚴格的規定。相同的，美國食品和藥物管理局(Food and 

Drug Administration, FDA)也提醒民眾，這些掃描對健康的人而言，並未被證實有實質的好處，

並指出『許多人沒有意識到，全身電腦斷層掃描並不一定會讓他們得到希望獲得的「安心感」，

或是讓他們得到預防疾病方面的相關訊息』。比如說，掃描的結果發現不正常，有可能不是

非常嚴重的問題，所謂「正常」的結果，也有可能是不準確的 23, 24, 25。 

 

取得平衡 (Striking a balance) 

 

  要在『過度熱心推廣篩檢、好「撈」到可能的病人』，以及『無法及早偵測疾病，而讓

這些潛在的病人錯失治療良機』之間取得平衡，並不是件容易的事。但基本原則是：所有的

醫療保健系統都需要善用自己的資源，好讓大眾從中獲得利益。這意味著，篩檢計畫不但應

該基於可靠的實證證據，還必須不斷的進行審查，根據更新、更精準的實證研究結果，以及

環境的變遷，檢視是否真的對民眾的健康有所助益；並且在作出任何決策之前，認真考慮一

下，應該對大規模的民眾都提供篩檢，或者只針對存在某些高風險條件的個案。 

重要訊息 

★較早診斷並不一定會讓結果更好，有時會讓事情變得更糟 

★篩檢應該基於實證證據，並讓民眾知道對他們的影響 

★不推出篩檢項目，有時可能是最好的選擇 

★受邀參加篩檢的民眾需要獲得平衡利弊的資訊 

★篩檢的利益往往被過度強調；篩檢所帶來的傷害，經常被淡化或忽略 

★良好的溝通，讓民眾知道篩檢的利益、風險及傷害，是必要的 

 

 

本文取得原作者同意翻譯，原文書目資料 Evans, I., Thornton, H., Chalmers, I., & 

Glasziou, P. (2011). Testing Treatments: Better Research for Better Healthcare (2th 

ed). Ch 4 Earlier is not necessarily better., pp. 31-49). London: Pinter & Martin Ltd. 

[ISBN-13: 978-1-905177-48-6] 

本書參考網站 Testing Treatments Interactive: www.testingtreatments.org  

http://www.testingtreatments.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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奇異的印度旅程：參加第一屆 ISEHC 年會心得分享 

 

萬芳醫學中心護理部 陳可欣督導長 

國際實證健康照護學會(International Society for Evidence-Based Health Care, ISEHC)是由

澳洲 Bond 大學實證照護研究中心(Centre of Research for Evidence-Based Practice, CREBP) Paul 

Glasziou 教授(前任牛津實證醫學中心主任)，號召加拿大 McMaster 大學 Gordon Guyatt 教授、

現任牛津實證中心 Carl Heneghan 主任、澳洲考科藍中心 Sally Green 主任、菲律賓 Tony Dans

教授，以及臺北醫學大學實證醫學研究中心主任郭耿南教授等共同發起成立的國際性學術組

織。今年 10 月 6 日至 10 月 8 日在印度新德里召開第一屆 ISEHC 學術年會，講師陣容及課程

內容都可說是實證照護領域的精華版，有近 300 名來自世界各地跨領域的專家與會，能參加

這個在實證照護領域深具指標意義的大會，並經歷一場印度奇異之旅，備感榮幸。 

 

有別於 Cochrane Collaboration 或國際指引聯盟(Guidelines International Network, G-I-N)的

訴求，ISEHC 更強調實證照護的臨床教學，以及將具有實證基礎的有效臨床建議，進一步落

實到病人照護上，對第一線健康照護提供者而言，別具意義。1992 年正式提出「evidence-based 

medicine」(EBM) 這個名詞、在實證醫學界舉足輕重的 Gordon Guyatt 教授，在開幕演說時提

出簡短但卻非常重要的提醒。他提到，不良的研究設計會得到錯誤的結果，導致在病人照護

的決策上作出錯誤的判斷。過去包括荷爾蒙治療用於降低心血管疾病、抗氧化維他命用於減

少癌症發生…等，現今都被證實對病人並沒有幫助。實證醫學過去把雙盲隨機臨床試驗視為

證據等級的黃金準則，但單一研究的結果往往因為採樣方式、研究設計、測量機率…等因素，

而使結果受限。有時候，當研究者把數篇研究進行統合分析後，可能會驚訝的發現結果是完

全被推翻的。因此，在進行實證照護時，非常強調所引用的實證證據，必須是經過系統性文

獻搜尋、嚴格評讀、整合及分析後所獲得的結果，以減少單一研究可能造成的偏誤，力求臨

床決策時可以更正確、更可靠。 

 

另一個貫穿整個大會不斷被強調的重點，是過去在推動實證醫學時常被遺忘的重要元素

『病人偏好及價值觀』。Evidence is never enough! 只有研究證據絕對不足以作出好的臨床決

策。透過研究證據的整合，臨床人員可以提供大多數人可以獲得利益、具實證基礎的臨床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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護準則，但在此同時，也不要忘記每個病人都是獨特的個體，有不同的價值觀及偏好。因此，

專業人員有責任提供實證資料，讓病人在充分獲得資訊之下，與醫療人員共享決策過程(shared 

decision making)，這也才是以病人為中心的照護。說來容易，但在忙碌的臨床工作中，要怎麼

作呢? 來自美國梅約診所(Mayo Clinic) 的 Victor M. Montori 教授分享了 Mayo Clinic Statin 

Choice Decision Aid 決策輔助系統(圖一)。每個冠心症病人心臟病發作的危險因子都不同，可

在系統的『風險評估』頁面先輸入病人的年齡、性別、是否吸菸、有無糖尿病，重要的檢查

結果(如血壓、膽固醇等)，以及目前是否服用 Statin(無/標準劑量/高劑量)或 Aspirin 治療(無/

低劑量)…等，系統就會自動計算目前心臟病發的風險(圖二)。接著，在『處置』頁面點選未

來可能的治療方案(Statin 無/標準劑量/高劑量；Aspirin 無/低劑量)，系統會自動計算不同的治

療組合所呈現的風險值，並以圖示呈現(圖三)。最後，在『其他議題』頁面中，有治療的成本、

治療建議、其他益處及副作用等資料。透過決策輔助系統的協助，可以針對不同病人的危險

因子作出個別性的判斷，醫師可以保留更多時間跟病人溝通；另外，藉由清楚的圖示，實證

醫學艱深難懂的專業術語變得更人性化，病人更有機會在充分了解各種治療的風險之下，跟

醫療照護者共同決定治療計畫。Gordon Guyatt 教授提到，過去幾十年，在實證醫學方法學上

的進步，我們現在比較有信心可以提出這個臨床建議的『實證等級』有多強。但是，對於病

人是否能(願意)接受這樣的照顧方式，我們是否也有信心能提出足夠的「證據」? 這是實證照

護未來所要面臨的重要考驗。 

 

 

 

(圖一) Mayo Clinic Statin Choice Decision Aid 系

統首頁畫面

(http://takethewind.dyndns-work.com/Mayo_Statin

_CDA/) 

 

 

 

 

 

 

 

(圖二) Statin Choice Decision Aid 系統『風險評

估』畫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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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三) Statin Choice Decision Aid 系統『處置』畫

面。{例子}如果接受高劑量 Statin、低劑量 Aspirin

治療，10 年後有 24 人心臟病發作(有 7 人因服藥

免於心臟病發的風險)，69 人沒有心臟病發作。 

 

(圖四) Statin Choice Decision Aid 系統『其他議

題』畫面，包括成本、治療建議、其他益處及副

作用等內容。 

來自菲律賓的 Tony Dans 教授所講的「在資源受限環境下推動實證醫學」(EBM in 

Resource-Constrained Settings)，也很具啟發性。他用了很多 HAQs (hard to answer questions) 跟

現場的聽眾互動，讓大家從這些難以回答的問題中重新省思實證醫學的推動策略。比如說，

在推動實證醫學的過程中，上網查資料是必要的一環，但有些地區根本無法取得實證醫學資

料庫、沒辦法連上網路、甚至沒有電，怎麼推動實證? 再例如：目前我們所引用的實證證據，

可能是其他國家/地區的研究結果，不同的種族、不同的公共衛生發展階段、不同的疾病類型，

並且，這些健康問題需要被處理的優先順序也不一樣，我們為何要引用這些來自不同族群所

得到的研究結果? 實證醫學是專屬於高度開發國家的嗎? 這個議題是生活在台灣這個網路使

用極度方便，且一直享受萬芳背後臺北醫學大學龐大的學術資源，上網找資料很少遇到困難

的我，從沒想過的問題，也讓我有更深一層的省思。在病人照顧的層面上，需要有實證依據

這件事是無庸置疑的，在資源受限的國家/地區，在推動實證醫學上更需要構思有效的策略，

以協助臨床人員在進行臨床決策時更具效益、效率，讓病人也能得到好的照護結果。 

 

首屆 ISEHC 研習會，台灣共計十一人參加(圖五)，是除了主辦國印度之外，參與國家中

人數最多的。不僅如此，台灣團隊表現亮眼，共計有 5 篇口頭報告、12 篇海報發表。台灣實

證醫學學會余光輝理事長的海報「Evaluation of Medical School Evidence-Based Medicine 

Curriculum Using the Validated Berlin Questionnaire」榮獲大會最佳海報(Best Poster)，真是與有

榮焉(圖六)。不知道是什麼原因，我們第一天拿到大會手冊的時候，我們的國籍都變成 Chinese 

Taipei，郭耿南教授的國籍竟變成 China，完全無法接受。在郭教授的溝通之下，隔天，大會

重新印製新的手冊，把教授的國籍更正為台灣(圖七)，並在閉幕典禮上致歉。這也讓我學習到，

有些事情還是要堅定表達自己的立場，不要忍氣吞聲。下一屆的大會已訂於 2013 年 10 月 30

日 11 月 2 日在義大利西西里島的山城陶米納(Taormina)舉行，主題是 Evidence, Governance, 

Performance: challenges for education and research，希望台灣在實證照護的教育、研究及臨床應

用上，能持續展現好的成果，跟國際間進行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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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五) 參加第一屆 ISEHC 大會的台灣實證照護團

隊：(後方左起) 萬芳醫院實證醫學中心曾珮娟研究助

理、長庚科技大學王麗香老師、萬芳醫院倪承華護理

長、萬芳醫院許恩僑護理長、萬芳醫院實證醫學中心

陳杰峰主任、臺北醫學大學實證醫學研究中心郭耿南

教授、台灣實證醫學學會余光輝理事長、萬芳醫院陳

可欣督導長；(前方左起) 萬芳醫院陳盈伃副護理長、

萬芳醫院王錦雲護理長、臺北醫學大學實證醫學研究

中心羅恒亷研究助理 

 

 

(圖六) 台灣實證醫學學會余

光 輝 理 事 長 榮 獲 2012 年

ISEHCON 最 佳 海 報 (Best 

Poster)，上台接受表揚  

 

 

 

(圖七) 新舊兩版大會手冊，郭

耿南教授的國籍由 China 改回

Taiwan 

    參加過幾次國際研習會，這次在印度有很不一樣的經驗。研習會海報展示的現場，找不

到任何標示，在詢問了五個工作人員之後，現場終於出現一位手中握有海報編號的人，他會

看你海報貼在何處，幫你把標示釘上去(圖八)。還好沒有傻傻地等，我們的海報已經先「卡位」

貼好了。但相較於口頭報告的場次，主持人在所有報告者都講完之後才出現的狀況，這只能

算是小巫見大巫了。另一件有趣的事情，是在大會閉幕的時候，印度的 Kameshwar Prasad 教

授鉅細靡遺的分享了籌辦研習會過程的辛酸及點滴，並唱名頒發感謝狀給「每一個」工作人

員，整整發表了 40 分鐘的演說！這也是其他國際研習會不曾遇過的狀況。 

 

  

 

 

(圖八) 海報發表會場，參

觀人潮絡繹不絕 

    相較於研習會場的井然有序，每天從飯店到會場的路程，都像一場冒險，還好出發前先

看了背包客棧的印度求生攻略，作了一點心理準備。捷運站果然有荷槍的武裝警察躲在沙包

後面戒備，每次進站前都必須過 X 光安檢，車廂擁擠程度更甚跨年夜的市政府捷運站。沒有

門的嘟嘟車，司機技術好到可以完全不必煞車就從公車邊順利閃過，僅差一公分的距離就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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撞上，刺激的程度，絕對不亞於坐在雲霄飛車上。每一次安全抵達目的地或過馬路，我都覺

得撿回一命，絕對沒有開玩笑。得一邊助跑、一邊跳上車的公車跟火車，沒有勇氣嚐試。在

印度付錢要十分謹慎，凡事都要先談好價錢，鈔票絕對不能離開視線，同行夥伴就差點被貍

貓換太子(大鈔變小鈔)。在印度的幾天，相同旅程的每趟計程車價錢都不一樣，看喊價功力。

吃東西也是，價目表上的價錢，加 10%服務費是可以預期的，但對外國人另外收 30-40%的稅，

這點就十分模糊了，反正，之後怎麼算都對不起來。馬路上可以看到有人就躺著睡覺、便溺、

洗澡。就像背包客棧上網路鄉民的留言，印度，真的是『修行』的地方，發生什麼事情都不

要覺得太驚訝。回程飛機上，特地重看了一次[貧民百萬富翁 Slumdog Millionaire]，畫面重現，

再度感受到新德里炙熱的溫度、漫天飛揚的塵土、不間斷的喇叭聲、鹹鹹的自來水，還有彌

漫在空氣中的香料味。這樣的生活方式真實存在，不是電影場景。我只能說，可以在台灣生

活，真是上輩子修來的福氣。 

 

 

最後，值得一提的，是一個特別的緣份。因為研

習會結束之後，當天沒有比較廉價的班機，加上原本

排定的行程告吹，所以巧妙的參加了大會安排給

Faculty 的超級 VIP 行程。我也就這樣莫名其妙的跟

Gordon Guyatt 教授 (中間穿紫色衣服)、還有 ISEHC 的

講師群同遊了泰姬瑪哈陵跟紅堡，這可能是很多人一

輩子都很難碰到一次的機會。雖然是清晨 2:30 出發的

超級早鳥行程，但絕對值得，這是用再多錢也買不到、

天上掉下來的禮物，也是結束印度奇異之旅完美的驚

嘆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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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0 屆 Cochrane 年會參加心得報告 

 

弘光科技大學護理系 黃采薇副教授 

 

去年 12 月，我參加了台灣實證醫學學會在台北醫學大學所舉辦的實證種子教師訓練工作

坊，讓我開啟了對實證醫學真正的興趣。其實接觸到實證的訓練、課程都已經不是第一次了，

但是工作坊裡講師的帶領、討論的模式，倒是讓我深深吸引，我開始好奇在實證的領域裡，

大家都在討論些什麼？同時我也開始思考，我遇到了什麼問題、我可以怎麼做？ 

 

在幾位台灣實證界大師的指導下，得知 Cochrane 在今年 9 月 30 日到 10 月 3 日在紐西蘭

舉辦第 20 屆的年會，想到可以看到實證醫學界的大師們，我的心情就雀躍起來。本屆年會在

紐西蘭的奧克蘭市舉行，大會地點選在 Pullman 酒店，緊鄰奧克蘭大學，就像是森林裡的都

市一般。大會的開幕式從毛利人的舞蹈開始，主題延續去年”病人安全及健康照護品質的實證

研究”，議題則包括了健康照護的合理思考(Rational thinking about health care) 、產生最好的證

據並傳遞最大的影響(Producing the best evidence, delivering the greatest impact)、及利用系統性

文獻回顧作為未來研究及研究方法學的工具(Beyond healthcare decisions: systematic reviews as 

a tool for informing future research and research methodology)。整體來說，大會進行包括四部份：

大堂演講(plenary section)、工作坊、口頭及海報發表。大堂演講的重點包含了 Cochrane 20 年

的回顧與展望，其中特別提到關於研究的 transparency (透明度)，也就是我們所做的研究是否

正確、透明，將會影響臨床者所做的決策，這連結了去年年會有關於臨床試驗註冊 clinical trial 

registration (譚家偉，台灣實證醫學學會會刊) 對影響研究偏差的問題；另外亦討論到 Cochrane

目前所做的實證分析，是否能帶給臨床者、決策者足夠的證據，將影響治療的方向是否正確，

是非常重要的議題。 

 

其中，幾位大師的演講令人印象深刻，例如來自加拿大 McMaster 大學 Gordon Guyatt 教

授所提的議題，在達到目標收案數前提早結束臨床試驗所得的結果是否危及公眾健康

(Stopping trials early for benefit is dangerous to the public health) ? 這個問題將影響臨床指引的

正確性，亦牽涉到正確估計樣本數的問題。 

 

此次海報發表的方式很特別，不像其他國際研討會，發表者需要帶著大張海報舟車勞頓，

此次大會採用 42 吋 LED 電腦螢幕，在大會舉行前將符合大會規定的海報內容 email 給大會，

在大會現場即可利用論文標題依英文字母順序找到自己有興趣的文章，大會並提供彩色雷射

印表機，方便隨時列印及討論，真是ㄧ個非常貼心的設計。 

 

另外，我也報名了一些有趣的工作坊，包括一系列三天的核心課程：Introduction to 

meta-analysis (1~3)，及 Revman5 的操作課程，演講者 Georgia Salanti 教授在研討會舉行前即

將 meta-analysis 的相關資料 email 給參與者，讓我見識到實證大師做事是如此細膩及用心。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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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坊的課程內容深入淺出，著重於方法學的教學，經過大家討論及相關預習，真的讓我收

穫很多。台灣一同前往的實證同好們，更藉由不斷的相互討論、分享，讓討論的內容更加精

實而進步，對於一切都是初學者的我，給予了最大的鼓勵。 

 

 

(左圖：現場的大型 LED 海報展示，隨時可以挑選有興趣的主題觀賞) 

(右圖：備有彩色印表機，隨時列印有興趣的海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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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務報告 

 

台灣實證醫學學會 陳盈盈秘書 

 

 

 

 

看完本次會刊分享的實證國際會議參與經驗，大家是否也對參與相關國際會議感到躍躍

欲試呢？那你一定不能錯過接下來這個活動！ 

學會2013年開春第一個活動「實證國際經驗交流研討會」將於春節後的2/23(六)於臺北醫

學大學誠樸廳辦理，歡迎各位會員踴躍報名。 

線上報名網址 

http://docs.google.com/spreadsheet/viewform?formkey=dGdMTXItTERaWkJFdVJPbHhNcVdfaHc6MQ 

活動詳情將陸續公告，請密切注意學會網頁及快訊！ 

 

 

 

 

 

http://docs.google.com/spreadsheet/viewform?formkey=dGdMTXItTERaWkJFdVJPbHhNcVdfaHc6M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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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實證醫學學會會刊》稿約 

 

台灣實證醫學學會出版委員會 

宗旨與範疇 

1. 《台灣實證醫學學會會刊》(英文刊名為 Evidence Counts)為台灣實證醫學學會之正式刊

物。本刊之宗旨為推廣實證醫學之應用、教育及研究，以提昇健康照護品質。 

2. 本刊歡迎與實證醫學相關的學術性論文與一般性文章，並鼓勵醫、護、藥等各健康照護

職類及學術界人員投稿。 

 

文章類型與審查 

3. 本 刊 歡 迎 下 列 類 型 的 學 術 性 論 文 投 稿 ： 系 統 性 回 顧 / 統 合 分 析 (systematic 

review/meta-analysis)、實證研究(EBM research)、知識轉譯 /從實證到應用(knowledge 

translation/from evidence to practice)等。學術性論文由至少二位審稿者進行匿名審查，再

由編輯決定是否接受刊登。 

4. 系統性回顧/統合分析(systematic review/meta-analysis)：需報告臨床問題，描述文獻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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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評估等。 

6. 知識轉譯/從實證到應用(knowledge translation/from evidence to practice)：報告臨床問題的

將實證應用於解決臨床問題的方法、結果與限制等。 

7. 學術性論文需有一不超出 250 字的結構化摘要，包含背景、目標、方法、結果、結論等。 

8. 學術性論文應有 5 個關鍵字(key word)，以便利索引編碼。關鍵字應以字母順序排列，可

參 考 US National Library of Medicine 的 Medical Subject Headings (MeSH) ， ( 見

http://www.nlm.nih.gov/mesh/meshhome.html)。 

9. 學術性論文，字數以 3500 字為上限，內文需包含背景、目標、方法、結果、結論、參考

文獻等段落。可附最多 5 張表及 5 張圖。 

10. 本刊同時歡迎下列形式的一般性文章投稿：實證評論、實證技能、實證新知、實務經驗

分享等。一般性文章由編輯審查並決定是否接受刊登，不需經匿名審查。一般性文章不

需標題頁及摘要，字數以 2500 字為上限，內文格式無限制。可附最多 4 張表及 4 張圖。 

 

稿件準備與投稿 

11. 本 刊 僅 接 受 線 上 投 稿 ， 請 將 文 件 及 圖 片 等 稿 件 檔 案 以 e-mail 寄 至 

tebma@mail.tebma.org.tw 。並於 e-mail 內文說明投稿文章種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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