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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衛生研究院（簡稱國衛院）論壇於2014年重新啟動，其來有

自。國衛院成立以來，最為獨特的重要的任務是協助政府解決迫切且重

要的醫藥衛生問題，提供衛生福利部（簡稱衛福部）重要衛生政策建

言，亦即國衛院為任務導向的研發機構，除致力探索醫藥科學新知、

研發藥物與疫苗、支援生物醫藥資源與產業發展，仍需受政府委託解

決民生重要問題。例如2016年政府委託國衛院，在臺南、高雄成立「國

家蚊媒傳染病防治研究中心」，與地方政府、疾管署、環保署及多位學

者專家協力合作，發揮科學防蚊的功能，符合社會的期待，即為最好的

例子。而衛生政策是一個不斷籌劃、執行、檢討、修正的過程，亟需跨

機構跨領域的專業人員共同合作共同努力，這項跨機構跨領域的團隊屬

性，以論壇的機制群策群力，可在較短的時間內達成最大的效益。 

科學探索與防疫任務之外，少子化與人口老化是臺灣現階段迫切

亟待解決的重要問題。隨著經濟的發展、社會結構的改變、疾病型態的

變化、人口老化的加速、社會安全的保障及長照服務需求的提升，行政

院於2013年正式將衛政與社政組織整併成立衛生福利部，主責公共衛生

醫療及社會福利兩個重大社會民生事務。衛生福利部為維護全民健康與

福祉，以「最值得民眾信賴的部會」為願景，廣納各方意見，以專業及

實證研究成果為基石，擬定整合連續性之公共政策，讓人民對政府施政

有感，完善政府與民眾溝通管道，朝向促進全民健康與福祉使命邁進。

2015年臺灣的新生兒出生率僅1.07%，為全世界最低的出生率。臺灣老

年人口比率在2018年將超過14％，正式進入「高齡社會」，2025年將超

院長 

前瞻性衛生福利政策建言
――為衛生福利決策者與大眾健康福祉指引康莊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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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20％，成為「超高齡社會」。2025年衛生福利政策白皮書中，提到

「依據實證醫學研究結果，訂定有效與無效醫療指標，以提升病人照護

效果與品質，減少醫療浪費」，是使醫療品質同時達到醫療效益的做

法。而行政院於106年5月11日提出「新世代反毒策略」，預計未來四年

（106-109）投入100億經費，目標透過全面防治來降低毒品需求及抑制

毒品供給。 

各界對國衛院論壇有著多面向的期待，過去論壇也有不少的成果。

論壇廣納政府部門及醫療政策專家意見，以厚實的學術研究能量，協調

整合相關領域的智慧思考，扮演專家學者與政府、產業界及學術界等多

方之間搭橋的角色，期以健康納庶政（Health in All Policies），達成全

民都健康（Health for All）。論壇並透過社群網站、電子報、出版品及

研討會，將具實證基礎的共識，訴諸社會大眾（Reach Out）；藉由國

際交流合作，與日本東北大學合作輪流舉辦國際研討會，積極推動學習

型醫療照護循環系統（Learning Health Systems）。同時倡議衛生議題，

以廣闊的思維在大數據時代涵納當前最急迫的議題，發揮論壇的智庫功

能與價值，今年度已出版《兒虐議題之教育推廣與提升警政人員專業兒

保效能》、《臺灣藥物濫用防治策略：行動綱領與實施方案》、《低效

益醫療評估研究-改善政策之探討》、《我國高齡長者健康識能之決定

因子與其健康結果》、《精神病人社區照顧需求探討及評估》。預期前

瞻性的建言，能為衛生福利決策者與大眾健康福祉指引康莊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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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的制訂，攸關國計民生，尤其是公共議題，與民眾福址息息

相關，更需戒慎，故而先進國家每每仰仗具學養背景之學者組成研議型

之智庫，針對議題充分辯證、討論，待形成共識，再進一步凝聚民意所

趨，逐一媒合，以求去蕪存菁，爾後方陳達於公部門，訴諸立法機構制

訂政策。是知，專業性智庫乃改善政策系統與其環境，為推動、制訂政

策不可或缺的中介機制。

國衛院論壇之設立，乃參考美國IoM（Institute of Medicine）知名之

國際智庫，並以如上運作模式，邀集各領域專家就議題發表討論，再聚

焦形成共識。論壇做為國家級醫藥衛生之智庫，理當扮演溝通之橋樑，

以實證為基礎，提供辯證爾後適合國情的具體政策建言。唯前瞻性之政

策建言必須引領民眾的認知與支持，因而，論壇之運作非僅於專家學者

的「案頭」研議，而是跨出學界大門，主動透過各種方式，將具實證基

礎的共識，訴諸社會大眾。無論所傳輸之媒介為研討會、傳媒會議、新

聞稿披露、網路資訊傳播等，期藉此引起民眾關注，同時以正確之觀念

教育民眾，以為政府政策之施行善盡教育佈達的功能。

準於此，過去二十年國衛院論壇已出版六十本多項醫藥衛生議題報

告書，更於2013年衛生福利部成立後，重啟國家級衛生福利論壇，除醫

衛之外，進一步擴大加入福利議題，且舉行數場國際暨國內研討會，希

望藉論壇為聲喉達拋磚引玉的效果，甚而引起更廣泛的跨界討論，幫助

衛生福利體系經由制度法令的改善，達成衛生福利資源的有效運用，真

正發揮智庫之效能。論壇重啟之後，每年約執行5〜6個議題，期間出版

「全面建構健康體位生活與文化指導原則」、「加強食品風險評估及預

總召集人 

序   

國家級衛生福利智庫
――國衛院「論壇」建構全民健康福祉

序



5

防政策」、「二十一世紀醫事人員培育與執業環境的改善」、「氣候變遷

與健康」、「兒童虐待之現今困境與解決之道」、「醫療體系在高齡化

社會的因應策略（一）」、「健康醫療資訊科技發展政策建言」、「兒童

發展遲緩論壇報告書」等，當前國內具急迫性、重大性或前瞻性議題。

IoM於2013年出版的政策白皮書，提出「Learning Health System, 
LHS」――持續學習，不斷改進的醫療體系建言，其目的為使科學研究

的實證資料，回饋到民眾有感的照護改善。國衛院論壇於2015年起，

以學習工作坊之方式將研究成果導入LHS轉譯醫學的觀念，希望激勵更

多、更廣泛的人員來領導推動相關衛生福利體系之改善，未來更企盼促

動政策提供獎勵，聚焦衛生福利體系無論是病患、廣泛醫護人員以及民

眾福利的互動連結，輔以可量化的大數據資料，來改善醫療照護文化及

社會福利制度，期許建立讓民眾更好照護、更有效支出之衛生福利體系

願景。

政策之施行莫不期待民眾有感，是知政策之導引，必須獲致民眾

的支持與關注。國衛院論壇以厚實的衛生福利智庫經驗，相關的專家網

絡，結合國衛院及各大學的研究團隊，前瞻未來需求及國際視野，積

極、主動挖掘醫衛體系暨民眾福利之重要議題。藉助論壇其智庫型態之

運作，幫助衛生福利體系經由制度法令的改善，企盼提供友善環境的誘

因，來增進產業界為衛生福利資源之投入，以獲致民眾之關注，進而改

變民眾健康幸福的觀念。如此，不唯民眾有感，論壇此衛生福利智庫所

展現之價值，更於提升全民健康權益，為民眾之社會福址創造標竿，實

質地為我國衛生福利體系與民眾健康幸福做出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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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療的首要原則即是「不傷害」（Do no harm.）。在現今的醫療環

境下，醫療技術與相關研究也越來越貼近民眾的生活面，不單單只是透

過疾病才需要尋求醫師的協助，在許多的情況下民眾也渴求醫療的相關

輔助。例如近幾年因我國人口老年化愈趨嚴重，長照及老年人口相關的

醫療議題也備受重視，諸如此類的議題讓我們需時時深省，為利國民更

加健康及國家的醫療品質提升。

醫療與民眾的生活息息相關，已不再只侷限於治療的階段，甚至可

喻為生活的必需項目之一，在這樣生活大量充斥著醫療相關的議題環境

下，透過相關研究均可以得知，不論是國外還是國內，醫療浪費情形都

相當的嚴重，更有許多國外的研究皆可以證實這一點，而各國也積極的

針對相關議題擬出處理方針。反觀，國內相關議題意識較晚崛起，現今

那怕是生活貼近醫療的醫療人員或是病人，都不大清楚該意識的倡導理

念，為追求並提供更具有效率與成效的健康照顧服務，國內需要積極的

推展有關於此議題的業務與計畫。也因此，需要不斷地去檢視與評估現

有的醫療檢測、診斷、處置的方式是否符合效益，也以便我們找出問題

並修正。

身為一位臨床工作人員，以病人為中心考量，在任何的診療或是

檢測的過程中，都必須要以病人的健康安全為中心考量，醫療在治療途

中，其治療效益若是不彰，甚至可能對病人造成的損害大過對病人本身

議題召集人

序   

公眾議題，需全民參與  

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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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益處，這些都是應該要避免的。

在全民健保的政策下，民眾不需太顧慮診療的金額，但也這也導

致國人養出喜歡拿藥、看醫師的習慣，即便是一般小症狀，國人也傾向

先就醫再說，例如：一般的過敏等。由健保署公布的相關健保支出費用

趨勢圖顯示，國內的醫療成本年年趨升，其中甚至還不包含自費之健康

支出，值得令我們進一步省思檢討。希望透過本議題「低效益醫療評估

研究：改善政策之探討」，能將相關理念的議題推廣出去，再進一步探

討，由各分面進行統整分析研究，期望得出於一個適用於我國本土的解

決方針。

本文會藉由專業的醫療人員、政府的政策面及病人的角度去探討，

期望能整合不同角度的想法，並依其主題給予建言，再依三方的建言與

看法統整為方針，提供予相關衛生主管機關，以作為臺灣未來衛生政策

改革方向之參考。

感謝本計畫提供意見及寫作的專家，參與問卷填答之團隊，願意接

受深度訪談的各界代表，考科藍臺灣（Cochrane Taiwan）的研究團隊，

辛勞的助理群，提供發展經驗的國外同好，不吝回饋的參採單位，國衛

院研究計畫的支持，沒有這樣完整的環境，這份報告勢必無法誕生。最

後，我想表達，醫療的浪費的改善，一定要全民參與，「Nothing could 
be achieved without all of yo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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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一 章   

緒論及方法

    （陳杰峰、郭耿南）

第一節　議題介紹

一、議題背景

過度使用的內容涵蓋相當廣泛範圍，即便議題漸趨清晰且越來越廣

為人知，卻因為涉略範圍過大，且難以測量其實質效益，而不易形成實

施改善之方針  [1]。

過度使用（overuse）是一個全世界皆普遍存在的問題，一般定義為

「提供有可能對病人造成傷害或是不適當的醫療服務（即不提供任何利

益的服務或風險超過其利益的服務），亦為低品質的醫療服務。」

在醫療服務的概念中，如何避免傷害病人的醫療管理制度，是非常

重要的，但就目前相關研究的醫療數據，顯示還是有許多民眾，接受非

必要的檢查，或是被開立不必要的醫藥品，造成醫療支出不斷攀升的情

形。再加上現今國人普遍就醫前，會事先期待醫師的診斷行為，例如：

期望醫師會建議病人執行一些檢查、打針、開藥的行為等，這種對於病

人期望「多少做一點」的醫療迷思，嚴重的影響到國內醫療文化與國人

就醫型態。諸如此類的事情，其實在臨床上依然是相當普遍的現象。

依西元1998-2016年區域醫院門診費用結構趨勢圖（如圖1-1）可

見，國內健保給付的診療費、治療費與藥費逐年升高，亦可說看病的人

次數也是節節攀升。在世界各國中，都同樣面臨著國家醫療支出膨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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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形，針對各國醫療費用支出急速攀升的現況，醫療資源過度使用的議

題日益重要。

圖1-1  西元1998-2016年區域醫院門診費用結構趨勢圖 [2]

目前有超過20個國家，已經開始展開改善過度醫療之相關議題，

並設立相關計畫、組織及政策，期許在各國的各項醫療領域中，有更多

的相關數據，也能於相關議題之平臺上分享。互相分享其研究成效，促

進各國間的研究發展，以利增加實務及學術上的參考價值，主要目的是

為了能改進全世界每年度節節攀升的醫療資源浪費情形 [3]，期望能透過

各種數據及研究搭配臨床實務的證據，共同找出過度使用的原因，進而

減少過度醫療的行為。本文希望從政府、醫療人員及民眾的角度進行探

討，以研擬解決辦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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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議題起源

由於醫療資源之使用不斷增加，導致國內醫療健保成本每年大幅上

升。因此，醫療資源過度使用的議題，逐漸受到重視，為使醫療資源更

有效的加以利用，需積極重視該議題，藉此提升醫療照護品質。

過度的使用醫療資源，並非對病人有利無害。在許多情形下，適當

的照護對病人病情的治療結果才是有益的。不幸的是，臨床醫師在某些

情況下依然會產生過度使用和使用不足的狀況，必須了解病人對不同方

法的可接受性和合法性的看法，以選擇適當的醫療照護 [1]。

有不少方法用以探討過度醫療，例如醫療科技再評估（Health 
Technology Reassessment, HTRA）[4]，或者已經開始探討過度醫療之改

善，例如明智選擇運動（Choosing Wisely） [5]。但是文獻顯示，目前尚

無法全方位的看到過度醫療的全貌，所以離在真實世界裡的操作面或實

務面還有一段距離，這個挑戰還是持續著 [6-7]。因此，本文希望能找到

在健康照護系統裡，如何改善過度醫療，以及相關的流程，由政策以及

可操作的系統層面，來降低過度醫療。

過度醫療應該是可以被識別和消除。Ari Hoffman和Steven Pearson
兩位學者研究了比較有效的方案，作為識別浪費性醫療行為的機制，並

指出了各種可能的方法，可分為四個類別：

一、沒有足夠證據證明某項治療的充分效益。

二、治療項目超過既定效益處理範疇。

三、治療項目有較高的成本，但其效益等同其它同類型的治療選

項。

四、治療成本非常高，但其效益僅稍微高於其它的治療選項 [8]。

過度使用的概念，意味著對醫療照護的實施限制 [9]，有各種政策可

以阻止過度使用，例如停止支付過度醫療的介入措施。為解決過度醫療

的情形，我們需要評估既定方法，以及新方法的短期及長期有效性和可

接受性，調查研究後，以得出適當的解決辦法。部分醫學檢驗或治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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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病人的病情有明顯的幫助，有一些則是無效，而介於這兩者之間，會

呈現灰色地帶的狀況，也就是既沒有實質的傷害，亦沒有對病人的幫助。

三、議題現況分析

有關過度醫療的相關議題，已逐漸受到國際的重視，現今，世界各

國為改善此問題，也各自積極研究，並擬定相關策略以應現況，期望能

藉由減少或停止不必要之醫療，例如：診療、檢驗／檢查、手術，讓醫

療資源更有效地被運用。

經中華民國內政部統計，截至2018年3月，全臺的老年人口已正式

突破14%，遠超逾高齡社會7%的門檻 [10]。隨著國內人口老化的趨勢產

生，醫療資源也更加珍貴。依國家發展委員會中華民國人口推估（2015
至2060年）資料顯示，我國由高齡社會轉為「超高齡社會」之時間僅

需8年，預估將較日本（11年）、美國（14年）、法國（29年）及英國

（51年）為快，而與韓國（8年）及新加坡（7年）等國之預估時程相當

（如圖1-2），於2015至2060年間，我國老年人口比率，從圖中國家最

低之列，將成為排名前三高之國家，反映出我國老化速度的嚴重程度。

在醫療成本日益增加的環境下，如何讓醫療資源的使用最佳化，就

是當前的最大課題，「2025年衛生福利政策白皮書」提及，以實證醫學

相關研究訂定其醫療指標的效度，有助於提升國人醫療照護品質，並減

少醫療資源的過度使用情形 [11]，可見，以實證醫學為導向的重要議題，

已然成為未來的重要課題之一。

依據國家衛生研究院論壇發行之「醫療資源使用之效益評估――低

效益醫療之探討」一書中 [12]，針對國內前五項不建議執行之項目（詳見

表1-1），研究部分建議項目在國內實際執行現況，很少是真正有被落

實在國內臨床實務上，但為落實臺灣明智選擇且能研究出相當的成效，

並用於臨床實務上，這樣的研究不可或缺，也因初探性之研究的需求，

得以分析研究其他相關國家推行的議題方法。未來，再經由多次的研究

後，可以分析並找出適用於國內本土的方針，並建言予相關衛生機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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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次 國內不建議執行醫療服務項目

1 疑似病毒引起的上呼吸道感染，不建議使用抗生素治療。

2 不建議健康的年輕病人在手術前進行常規性胸部X光檢查。

3
未經危險因子評估的停經後婦女，不建議常規進行骨密度檢

測，來評估骨質疏鬆性骨折的風險。

4
不要以苯二氮平類（benzodiazepines）藥物治療有失眠、焦

慮或譫妄的老年病人。

5
若直系家庭成員沒有前列腺癌的病史，不需要常規執行攝護

腺特異抗原（PSA）篩檢。

表1-1   國內前五項不建議執行醫療服務項目

圖1-2  圖1- 2   世界各國老年人口占總人口比率  [10]



18         低效益醫療評估研究：改善政策之探討

期許得以更加增進本土的醫療品質，並增進對病人的醫療服務之適當

性。

第二節　議題目標

在過去數十年中，相當多的注意力集中在解決不充分醫療利用，目

的為改善病人的安全，及實現更多以病人為中心的照護。然而，僅有少

許的注意力放在過度使用的醫學診斷和治療上，這些過度使用的情形，

不僅消耗醫療資源，甚至不會增加病人醫療的品質。臨床醫師大都知

道，大多數的照護，可能會無意中傷害他們的病人，例如：藥物不良反

應、過度的診斷導致病人不斷的累積輻射，以及手術過程中的併發症或

錯誤，都是醫療照護的潛在危機。

消除不必要的醫療照護項目，以及優化醫療品質，已引起各國衛

生體系越來越多的重視。如美國，估計30%的醫療支出可能是不必要的  
[13]，並且不會增加病人的照護品質。在相關議題被提出後，有些國家馬

上組成了相關的工作小組，以確定維持醫療照護品質。在醫療照護中，

病人往往需要的就是醫師的專業意見，不論是基於病人的期望，或是醫

師預防性醫學的考量，都希望能為國家珍惜現有的醫療資源，共同的為

每一位國民設想。本議題主要是以臨床推動實務與實證知識轉譯等觀

點，探討與分析國內外關於過度醫療的資訊，嘗試找出防止過度醫療的

可行方案。

一、議題架構

在這一年的計畫裡，本研究經由文獻回顧，搜尋整理相關文獻，並

深度訪談醫療端及病人端的代表，進行質性研究，藉此以探索原因，以

及解決之道。此外，本研究藉由設計問卷，蒐集量化的資料，與學會及

相關的醫療人員探討氣喘於臨床中有可能的前五項不建議執行清單。誠

如國外明智選擇運動（Chooing Wisely），透過氣喘此單一疾病前五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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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建議執行清單，提供予其它相關學會參採，以呼籲每個學會找出自己

的前五項不必要的醫療，這也是本研究的重點。

本研究整體運用兩種不同模式進行，一項是質性的深度訪談（IRB
審查編號N201808004），另一項是量性的問卷回收與分析（IRB審查編

號N201805099），兩項皆經由「臺北醫學大學暨附屬醫院聯合人體研

究倫理委員會」（TMU-Joint Institutional Review Board）審查通過後執

行。在分析方面，本研究的架構主要分成兩個章節，分別是醫療端以及

病人端。在醫療端，主要探討國家政策面及臨床面的層次；在病人端，

主要是為了探討病人的層次。本研究分別將文獻及訪談資料，做成完整

的系統性報告，研擬出如何從系統中，形成過度醫療進行分類、改善、

稽核的完整概念圖，以提出改善的良善循環。

本議題的目的主要為探討過度醫療的研究，並分為三個架構如下：

（一）實證收集：系統性研究回顧

蒐集國內現行政策與回顧性研究，加以探討做出相關國內外分析統

整，以深入了解低效益醫療（low-value care）服務的趨勢與發展。

（二）訪談意見分析

為推動醫病共同決策（shared decision-making, SDM），並為參考不

同角度對此議題之考量及建言，預定邀請政府／醫療人員／民眾各方代

表一同參與訪談，藉由訪談的形式，以得到各方代表所提出改善低效益

醫療的看法與建議。

（三）政策建言：研擬並推廣改善的可行方案

針對各方代表對於低效益醫療的看法與建言整理，將低效益醫療範

圍縮小至研究「氣喘低效益評估研究問卷」的分析，待資料統整後找出

能予以解決低效益醫療的適當建言，並連同各方建言一併進行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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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議題執行步驟

（一）第一階段

1. 以系統性文獻回顧之實證方法為基礎，探討國內低效益醫療之研

究方法，重新凝聚本國有關低效益醫療的大眾意識。

2. 藉由回顧性研究，進一步導入國際低效益醫療相關實證研究方

法，連同國內之相關分析研究結果，也一併加入探討，藉由此研究結論

分析出方法，以協助未來國內其領域內相關研究之建言與分析，並推廣

至各臨床領域，期望有助於相關研究與應用的發展。

（二）第二階段

1. 從低效益之醫療服務中，選出主題進行初步研究分析，藉由「氣

喘」低效益評估研究問卷的研究統整，得出不建議執行五項項目。

2. 藉由各方代表的訪談活動中（政府／醫療／學術／民眾），期望

能從客觀的角度，加以認識其對此議題之看法及建言，與氣喘問卷統整

後得出的分析，並研究建立得以協助提升醫療品質的建言與方法，期望

未來能夠建立更多相關數據，以提升未來醫療臨床成效的品質。

 

第三節　議題執行方式

一、專案小組及組織架構

為深入探討此議題，本中心集結國內外相關學／協會成員及多位專

家顧問，一同組成專家委員會。目前本議題的專家委員與參採單位名單

如下（組織架構如圖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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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議題召集人

陳杰峰（臺北醫學大學醫學系教授、考科藍臺灣研究中心主任）

（二）專家委員團隊（依姓名筆畫序）

1. 王拔群（財團法人醫院評鑑暨醫療品質策進會執行長）

2. 侯文萱（臺北醫學大學長期照護碩士學位學程教授）

3. 郭耿南（臺北醫學大學考科藍臺灣研究中心教授）

4. 陳可欣（臺北醫學大學考科藍臺灣研究中心副主任兼執行長）

5. 陳珮青（臺北市立大學衛生福利學系助理教授）

6. 黃采薇（臺北醫學大學護理學系副教授）

7. 楊銘欽（國立臺灣大學公共衛生學系教授）

8. 譚家偉（臺北醫學大學考科藍臺灣研究中心副主任）

圖1-3  議題團隊與組織架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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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參採單位

1. 衛生福利部醫事司

2. 衛生福利部中央健康保險署

3. 衛生福利部國民健康署

4. 財團法人醫藥品查驗中心

二、議題之研究分析

在經過專家團隊研擬討論後，本議題將從「國內外改善低效益醫療

之回顧」、「改善低效益醫療――醫療端」及「改善低效益醫療――病

人端」等面向進行探討。本議題報告書之章節內容規劃分述如下（如圖

1-4）：

圖1-4  章節內容

 低效益醫療評估研究：改善政策之探討議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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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透過深度訪談，統整未來可能的政策實施面、國人的現況以

及專家的意見，來進行探討並提出建言。

考慮現今國人對低效益醫療議題之看法，及其議題之廣泛性，並思

量到其對整個社會的影響，團隊共同擬定了下列相關問題，以利訪談的

內容延伸，並有利於民眾之共同參與，可於短時間內迅速了解該議題。

（一）現況分析――對低效益醫療的看法為何？

了解一般非相關人員對於此議題認識的程度，此議題之推廣就目前

的民眾來說，是否能夠理解議題之宗旨，是否會贊成此議題之推廣並身

體力行。

（二）問題探討

         ――如何找出低效益醫療？是否有改善低效益醫療的建議？

了解從不同角度思考的解決方式及相關辦法，不論是否深入了解此

議題的民眾，皆可以提供最真實的想法及寶貴意見。

（三）具體規範／採取措施

         ――誰（或單位）應該共同討論改善低效益醫療之議題？

從一般民眾、專業人員或是政策面的角度，深入探討該議題在各方

面的觀點與促進相關政策的深入探討，針對目前國內現有的問題，詢問

多方的了解程度甚至是深入的看法，期望在政策建言中，能多方納入各

角度的建議、參考各個領域的看法，尤其針對病人端的部分，期望能有

更進一步的了解與解決辦法。

 針對上述三項問題，詢問政府、民眾、學界及醫療人員的觀點統

合分析並彙整納入本書（深度訪談執行日程詳見表1-2），融合各方意

見與觀點，共同為我國打造出一個適用於國內的醫療衛生政策，期望可

以建立多方參與且可實際運用及推廣之衛生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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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點 時間 訪談人 受訪者

臺北 2018年9月5日 議題召集人 衛生主管機關代表W

臺北 2018年9月5日 議題召集人 衛生主管機關代表X

臺北 2018年10月3日 議題召集人 學者代表Y

臺北 2018年9月3日 議題召集人 病友學／協會代表Z

表1-2   深度訪談執行日程表

本議題之章節名稱與作者（詳見表1-3），簡述如下：

第二章：國內外改善低效益醫療之回顧

評估國內外醫療資源使用狀況，並藉由低效益醫療的方法回顧，探

索相關議題之研究辦法，期許以此整合有利於未來的議題研究及推廣，

為未來的實證學術領域奠定基礎方法論。

第三章：改善低效益醫療――醫療端

此章節將探討國內低效益醫療問題改善推動方案，期望透過訪談的

方式，分別以政策及臨床的角度，探討其對低效益醫療的觀點及看法。

亦透過國內氣喘之低效益醫療行為，進行相關研究探討，除了國內現行

相關研究及氣喘之盛行率，導致國人氣喘發生率節節上升，結合研究團

隊對此議題的重視，並加以分析其低效益醫療項目，透過此方法，共同

探討出相對建議並建言相關政策。

第四章：改善低效益醫療――病人端

此章節以民眾或病友團體的角度進行訪談，欲了解一般民眾對低

效益醫療的了解程度及看法，期望在了解民眾觀點後，透過提升國民健

康識能、促進醫病共同決策等方法，提高民眾醫療健康知識，並加以促

進國人對該議題之參與度，以重視該議題，並共同研擬相對因應政策措

施，提升未來國內醫療品質及醫療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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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節 內   容 負責人

第一章 緒論及方法 陳杰峰、郭耿南

第二章 國內外改善低效益醫療之回顧 黃采薇、陳杰峰

第三章 改善低效益醫療――醫療端 陳杰峰、陳珮青、楊銘欽

第四章 改善低效益醫療――病人端 陳可欣、陳杰峰

第五章 總結與建議 陳杰峰、郭耿南

表1-3   各章節負責撰寫人

第四節　低效益醫療政策與方法回顧

透過系統性的整理，探討過去各國間的低效益醫療情形，以及針對

此議題所衍生的研究與計畫，希望透過詳細的回顧性資料，能找出最為

適用於我國本土的明智選擇計畫，並建言予相關衛生機關。

一、執行低效益醫療服務的研究流程可分為三個階段（如圖1-5）

（一）議題範圍選定：針對欲研究的領域設立一個範圍，並審慎製

定其探討的主題。

（二）篩選資料庫：依據選定範圍及其主題，選出最適用於其

研究的資料庫，找出相關性的臨床研究數據資料庫以供研究分析，例

 圖1-5  低效益研究流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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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英國國家健康與照護卓越研究院（Nation Institute for Health and 
Care Excellence, NICE）（以下簡稱NICE）的臨床建議指引（Do not do 
recommendations）。

（三）執行實證研究：依照各主題及其選定研究探討範圍，選擇其

適合的方式進行研究，例如：電話訪談、訪談分析、問卷發放、資料庫

搜尋關鍵字、研究需求進一步篩選、組成專家小組進行討論等，有許多

不同的方式可以執行研究，一般較為常見的方式多以問卷研究為主，並

且視研究需求而進行二次或三次篩選，以其方式執行後將數據統整。

（四）統計並分析以利得出研究結果。

 二、執行低效益醫療服務分析之回顧性分析指引

根據世界各地相關組織，有關低效益醫療項目服務的相關研究，針

對統整現有數據的方法，找出如何製定低效益醫療服務項目之範圍，大

致可以將篩選方法分為三類（詳見表1-4）：

項次 方   法 簡   述

1
邀請各學會提供該領域

的低效益醫療服務項目

邀請各學會提供該領域的低效益醫

療服務項目。

2
依據臨床指引的建議來

篩選

利用部分單位公布相關的訊息，如

臨床指引進行中所發現之低效益項

目。

3
組成跨領域專家團隊參

與討論

由專業人士共同製定其探討項目。

表1-4   各低效益醫療項目範圍篩選方法



27｜第一章｜緒論及方法

在製定低效益醫療服務項目範圍及研究主題後，較為常見的就

是針對欲研究的目標資料庫進行資料蒐集，儘量尋找以實證研究為基

礎的數據資料庫，以運用在臨床研究上會比較可考，如：考科藍實證

醫學資料庫（Cocthrane Library）、NICE的臨床建議指引（Do not do 
recommendations）等，但現今明智選擇運動（Choosing Wisely）的推

廣，已燃起全世界政府、醫療單位及民眾的醫療意識，故線上也有許多

資料庫依其作者訂定的規則，將自己研究的數據分享在共用的平臺上，

好比DianaHealth研究資料 [14] 就是其中的一種，需要上傳該平臺的佐證

審查恐沒有一般較知名的研究資料庫嚴謹、繁瑣，但是對於低效益醫

療，卻是一項新的系統、新的創新，提供給全世界的研究人員與參考人

員新的搜索範圍，是一個創新的整合性平臺。

上述提到的這些資料庫或是其它網路相關平臺，輸入研究相關的關

鍵字查詢，將搜尋到的文獻再進行細部的篩選分析，亦或是透過平臺上

的系統功能一次搜索需具備多項條件的數據，並進行分析統整。也可在

分析後，參考主題相關的資料、書本等資訊；也可另組成專家小組進行

會議或以問卷發放、進行訪談等模式進行，並藉由多次討論與評估分析

得出相應的結論（如不建議執行臨床指引或各界人士的看法與建言），

再藉由參考相關證據，加以佐證並實質的採取行動。

第五節　小結

現今，不論國內外，因為醫療品質的上升與資訊的發達，導致國人

們的生活品質越來越提升，其中最明顯的部分，不外乎就是醫療品質的

追求，我國的醫療環境，相較於過去的情況已不盡相同。以國內本土為

例，醫療健保制度的提升，給予了國人生活上許多的益處，它不但提升

了本國醫療健保制度的完善措施，還給予了國人更好的衛生環境。在這

便利的就醫環境中，更需要珍惜資源，以永續經營。

「低效益醫療」（low-value care）的議題重點，在於改善過度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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跟不當的使用，同時提升醫療品質與降低醫療成本。2010年美國的實

證醫學圓桌會議（Roundtable on Evidence-Based Medicine）中，提出了

「世界上，大約有30%醫療服務是低效益的」[3]，如此龐大的醫療數據

致使各國開始不斷省思，期望能以病人為中心考量，在提升其醫療品質

的同時，也能為國家降低不必要的醫療資源使用。

自2012年美國提出的改善低效益醫療的概念後，其他國家也開始響

應，目前許多國家也已針對低效益醫療的議題，焦灼討論與研擬改善，

甚至有些更加積極地投入明智選擇運動（Choosing Wisely），在各個醫

學領域不斷地發表各自的不建議執行項目名單，這些研究及分析，都是

為推廣社會大眾正確的醫療觀念，並不斷提升國家整體健康照護服務的

質量而進行著。

本書內文將藉以「低效益醫療」議題為主軸，進行多方面之探討

與分析，以提供國內衛生主管機關，作為研擬或訂定相關政策或措施時

之參考依據。期望在現有的政策下，能提供一套完善的制度搭配現有政

策，使國家在醫療衛生健康的政策得以更加的完善，並避免醫療資源過

度使用。

財團法人國家衛生研究院論壇計畫「低效益醫療評估研究：改

善政策之探討」，希望以實證醫學為導向，推動「臺灣明智選擇」

（Choosing Wisely Taiwan）議題，來降低國內不必要的醫療資源使用，

針對國內醫療資源有效利用分配問題對症下藥，以實現其醫療資源使用

效益之最佳化，進而藉由整合議題內容，與國際相關議題機構進行交

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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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二 章   

國內外改善低效益醫療之回顧

    （黃采薇、陳杰峰）

自2012年美國的明智選擇運動（Choosing Wisely campaign），經

由JAMA發表後，當年全美就有近60個當地學／協會共同參與並支持。

英國於2014年創立「國家健康與照顧卓越研究院」（Nation Institute 
for Health and Care Excellence, NICE），並推廣不建議執行（Do not do 
recommendations）之醫療服務項目及相關研究報告。爾後，日本也制

定了第一批「五項建議」（Top 5 recommendations），並於2015年1月

與韓國代表舉行了一次聯合會議，主以合作加強兩國公共衛生的研究工

作。世界各國開始跟進並推廣低效益醫療的議題，雖然相關實施研究的

代價，往往都是需要許多條件，其中包含研究的經費，但明智選擇運動

並未因這些挑戰而中止。相對的，該運動的重點是提供優質照護，避免

因過度診斷和過度治療，而造成相關的危害。透過各國重視並開始推行

明智選擇運動，進而也不難發現，不必要的醫療照護問題，不是單一個

案，而是一個困擾全球醫療健保系統的巨大挑戰，現今明智選擇的訊

息，已經遠遠跨出了美國的邊界，僅在過去短短幾年的時間，就在英格

蘭、日本、以色列、紐西蘭和威爾斯開展了宣傳活動，為早已積極推廣

此活動的澳大利亞、巴西、加拿大、法國、義大利、荷蘭和瑞士增添了

新色彩，進而有更多國家也計畫發起全國性運動 [1]。

「據估計，所有醫療保健中有三分之一是浪費，這意味著它沒有價

值，可能是有害的。」加拿大運動的主席Wendy Levinson博士說 [2]。在

有限的醫療資源下，如何將醫療資源善用，是目前各國最迫切欲解決的

一項議題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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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者Chassin和Galvin提出「過度使用」（overuse）的定義為「提供

可能造成病人傷害的潛在危害的醫療服務」[3]。該議題在世界上得到越

來越多的認可。在美國，過度使用支出的估計值差異很大，基於直接衡

量個人醫療服務的保守估計值，佔總醫療支出的6%至8%，而地理差異

研究（間接測量）則顯示醫療保險在過度使用方面的支出接近29% [4]。

「過度診斷」（overdiagnosis）是指透過一些檢查或檢驗找出永遠

不會造成病人傷害的問題，或通過擴大疾病定義，來造成疾病產生，

從而使病人進行不必要的治療。另一種較新的名詞「過多醫療」（too 
much medicine），其所指出的定義包括：太多無症狀篩檢、太多關於症

狀的檢查、太多相關生物標記的測試、太多「類」疾病的產生以及太多

疾病診斷，將造成過多醫療產生，這些治療有可能造成使用成本效益過

低的藥物、或藥物成本過高、抑或不良反應太多，另外，也有過多的不

適當監測的使用過程。

「過度診斷」（overdiagnosis）也是值得討論的觀念，通常形容

某些診斷是不適當的，或者是診斷的標準是比較寬鬆的，這些都會影

響病人的生活。造成過度診斷有兩個重要原因，亦即「過度監測」

（overdectection）與「過度定義疾病」（overdefinition of disease）。

所謂過度監測，是指利用檢查識別出永遠不會造成傷害、沒有進展

或進展太慢的異常，而這些異常可能會自發性的痊癒，或根本沒有任何

傷害病人的症狀產生，例如：利用高端電腦斷層血管攝影機來識別可能

不需要治療的小型肺栓塞。此外，過度診斷的情形也出現在篩檢上，例

如：子宮頸癌的篩檢、甲狀腺的篩檢等。有時，過度診斷是由於降低了

疾病的標準，把過去認為是正常的情形標示為不正常，這種現象又有一

個名詞稱之為「過度醫療化（overmedicalisation）」。

各種醫療過度使用從1～80%都有，這幾乎已經是全世界都有的現

象（如圖2-6）。在歐洲，上呼吸道感染使用抗生素的情形很普遍，例

如波蘭、瑞典以及英國，甚至一半以上的上呼吸道感染有使用抗生素 
[5-7]。從公元2000～2010年，全球的抗生素增加36%，其中包含巴西、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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羅斯、印度、中國，以及南非就佔了76% [8]。在南韓，從超音波篩檢的

研究報告中發現，在過去幾年裡南韓的甲狀腺癌增加了15倍，然而甲

狀腺癌的死亡率並沒有增加，因此99.7～99.9%因篩檢而找到的甲狀腺

癌，被認為是過度診斷 [9]，在這之中有11%的病人，遭受了沒有必要的

甲狀腺切除手術，甚至有2%聲帶麻痺的風險，說出了因為診斷而產生

的好處不明顯，但因為診斷而產生的壞處卻很明顯。在印度，有乳房攝

影的巴士在鄉間提供乳房篩檢，令人產生疑義的是，連18歲的年輕女性

也做乳房攝影篩檢 [10]。在瑞士，有14%的大腸鏡和49%的上消化道內視

鏡有可能過度使用 [11-12]。在以色列，有16%的內視鏡是沒有必要的 [13]。

在美國，有高達60%的內視鏡是過度使用 [14]。在沙烏地阿拉伯，將近一

半的內視鏡是不適當的 [15]。

另外一個造成過度診斷的原因是擴大定義疾病標準，其中包括兩種

機制，一種是降低罹患疾病的閾值而沒有足夠實證資料支持，使原本是

健康的人，因為疾病診斷的閾值降低，而變成病人。以降低高血壓的定

義為例，若將收縮壓的標準從150毫米汞柱（mmHg）降低至130毫米汞

柱（mmHg），將造成許多民眾原本不符合高血壓的定義，但隨著高血

壓閾值降低，民眾將成為高血壓病患，進而需要接受藥物或其他治療，

導致對身體產生有害的情形。另外一種機制是疾病過度銷售，此為促進

擴大定義的陰險策略。過度銷售的特徵在於，所謂的「疾病」是大多數

人經常有的不愉快經歷。例如，大多數人在睡眠、悲傷或難以集中注意

力時遇到麻煩，而過度銷售意味著將正常與異常分開，從而使症狀較輕

的人容易得到疾病診斷。對於少數人來說，這些症狀是嚴重或令人覺得

虛弱的，但對大部分的人來說，症狀是輕微的甚至稍縱即逝的。雖然前

者可能受益於診斷和藥物治療，但後者可能不會。疾病過度銷售可能使

得疾病被擴大，並且容易造成銷售更多藥物，然而醫療應該幫助症狀更

嚴重的人才是正確的做法。對於諸如衰老的低睾酮、不寧腿症候群、暴

食症、成人注意力不足及過動症，以及慢性乾眼症等疾病的過度銷售活

動，過度銷售是過度診斷形成的重要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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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項不適當的醫療是在治療流程當中，如：住院的不適當，在世

界上是很普遍的，發生的機率從1～54%都有，例如在法國18～25%、德

國33%、葡萄牙19%、西班牙7.4%、一些中國的鄉村醫院27%是沒有必

要的住院。不適當醫療對病人產生的害處，如：膝關節置換術，據估計

在美國，每年有一萬四千個病人的膝關節和髖關節置換手術是不需要的 
[16]。最後是心理層次的傷害，如：乳癌的篩檢，當病人知道是原位導管

癌（ductal carcinoma in situ），這個會大量提高病患的焦慮層次，和罹

患癌症這件事的風險比較起來，被認為是過度的引起焦慮 [17-19]。

英國醫學期刊（British Medical Journal，簡稱BMJ）在2015年發表

一系列關於過度醫療（too much medicine）的文章，目的就是為了突顯

出過度診斷對人類健康的威脅以及對不必要照護造成的資源浪費。使用

過度醫療的原因包括擴大疾病定義、過多的非必要篩檢、疾病監測與醫

療，一些商業團體的既得利益、增加太多患者對疾病的期望及對不確定

性和新技術的恐懼 [20]。

低風險癌症患者被過度治療的最有說服力的證據是，儘管過去30年

甲狀腺乳頭狀癌的發病率增加了三倍，但死亡率仍保持穩定（1979年為

0.5／10萬，2009年為0.5／10萬）（如圖2-1）[20]。

 然而，是否為過度醫療很難有一個明確的界線做分別，因為往往

違反直覺判斷。例如，有新的或高科技的診斷技術顯然是一件好事，但

很明顯的，我們認為早期檢測出疾病將會改善罹病的預後，而且預先去

做一些事（例如：檢查、治療或診斷）會比只是觀察和等待而已更好。

臨床醫生和患者可能很難面對疾病症狀或病因的不確定性，社會普遍不

願意接受死亡為生活的一部分 [21]。

圖2-2呈現出醫療檢查旨在確定臨床上有意義的疾病（綠線），如

果不治療將繼續威脅健康甚至致命，而治療這些疾病會改善健康狀況。

然而，某些疾病診斷出來後進展得更慢，並且在患者死於其他原因（紫

色線）之前不會威脅健康。最後，某些疾病在診斷出來後根本不會進展

（粉紅色系）。慢性進展性或非進展性疾病患者的疾病代表了過度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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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2-1  1975年到2007年甲狀腺癌發生率與死亡率之變化 [20]

圖2-2  疾病的軌跡和過度診斷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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斷，因為治療不會改善這些患者的健康情形，但卻會使他們面臨潛在的

醫療危害 [21]。

有幾個因素獨立起作用，促使了過度診斷發生，詳見表2-1。

如：擴大疾病定義，以圖2-3而言，不同診斷閾值對診斷，受疾病

損害和治療損害的患者數量的影響。在沒有篩檢的情況下，許多患者

診斷延遲，所有患者都有可能受到疾病的傷害，很少有人因疾病的治療

表2-1  過度診斷的驅動因素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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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2-3  改變確診閾值對篩檢造成過度診斷的影響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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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受到傷害。當疾病確診閾值訂定較高（例如，糖尿病的葡萄糖確診標

準值訂定較高）時，與未進行篩檢時相比，可以診斷出更多罹病患者，

可以減少疾病的臨床傷害，但卻會引發更多治療傷害（因為更多的治療

可能產生副作用等），較少發生過度診斷。然而，篩檢閾值較低的疾病

（例如，糖尿病的葡萄糖確診標準值訂定較低者）會導致更多病人被確

診患有該疾病，許多病人會被過度診斷，更多病人因過多治療反而造成

身體損傷 [21]。

在了解過度診斷的術語時，需同時釐清許多相似的詞語，以加強正

確的理解並降低附相的影響力，這非常重要。相關術語詳見表2-2 [21]。

醫療過度使用與過度診斷，是常被交替使用的術語。 過度使用是

指使用不必要的健康服務，無論是檢查還是治療，潛在的危害都超過了

潛在的好處。過度使用和過度診斷之間的關聯很複雜（如圖2-4）[21]。

圖2-4  過度診斷和過度使用醫療服務之間的關聯 [21]



39｜第二章｜國內外改善低效益醫療之回顧

表2-2  與過度診斷有關的術語 [21]

術語 定義 評論

Overdiagnosis 診斷出一生中不會導致臨

床傷害的疾病

可以通過適當或不必

要的測試得出

Overuse 
(or overutilization)

提供更有可能傷害而不是

使患者受益的醫療服務

一個基本的品質與量

化問題

Overtreatment 一種治療干預，其潛在危

害超過潛在的益處; 可以

指過度強度過高的治療

可能是過度使用的子

類別或代表可能不符

合過度使用定義的過

度侵略性治療

Overmedicalization 將人類經歷重新解釋為醫

學問題，沒有真正臨床效

益

一種社會現象，可能

導致過度診斷、過度

治療和過度使用

Misdiagnosis 「誤診」

對疾病或問題的錯誤診斷

一種醫療錯誤

Misuse 「濫用」

提供適當的服務，其中可

預防的併發症會干擾患者

的利益

與患者安全相關的基

本質量問題

Disease mongering 鼓勵外部力量過度醫療以

實現利潤最大化

藥品業追求創造或拓

寬藥品市場的戰略

Low value care 提供浪費或對患者提供很

少或沒有益處的照護服務

意味著成本效率低

下；是比較模糊的定

義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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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度使用比過度診斷更廣泛，可能是過度診斷的原因和驅動因素所

造成。圖2-4描述了可能導致過度診斷的測試和篩檢情景、過度診斷的

後果、以及過度診斷和過度使用醫療服務（不必要的測試和治療）之間

的關聯。 適當和不適當的測試以及診斷閾值的擴大都可能導致過度診

斷，進而導致標籤化和不必要的測試和治療 [21]。

在全世界，某些醫療服務的使用率可能高達80%。更進一步來說，

在整個醫療服務的過程裡，都潛在藏有許多過度醫療的過程。有些過

度醫療是屬於較低成本的，例如對年輕而健康的病人做血液細菌培

養，或者給第一型糖尿病人使用胰島素。關於病人的多種藥物的醫療

使用，則存在於醫療療效的模糊灰色地帶 [22-23]，例如讓肥胖的病人結合

fenfluramine及phentermine這兩種藥來使用 [24]。有些醫療是只能產生一

些很小的好處，例如對大部分病人而言，葡萄糖胺（glucosamine）對

膝關節退化的疾病有一些幫助。另外，有些治療是好處、壞處都參半，

因此在使用前需要跟病人有充分說明，例如慢性病使用鴉片類的藥，或

某些患有憂鬱症的青少年使用抗憂鬱症的藥。最後一部分，是沒有足夠

的證據來證明此醫療處置有無好處，這就是整個過度醫療的灰色地帶

（Grey Zone）（如圖2-5）[25]。

對於決定介於灰色地帶中的疾病進行適當的照護來說，病人的價值

觀和偏好非常重要的。不幸的是，臨床人員通常對病人價值觀的理解不

夠充分，例如在某些情況下，錯誤地假設病人更願意避免侵入性醫療介

入，而在其他情況，病人可能需要更多而不是更少的照護。當臨床醫師為

該病人提供錯誤的服務時，這種偏好會導致過度使用（和使用不足）。

對美國近期相關指引的回顧表明，在所研究的16項指引中有10項，

疾病定義已經擴大，可能導致過度使用的情況產生 [26]。例如，降低治

療膽固醇的風險閾值，導致許多國家的人使用益處不明確之降血脂藥物

的比例越來越高 [27-28]，許多國家使用擴大的慢性腎病定義，已導致大量

無症狀的老年人，被貼上病人的標籤，多達30%被診斷患有中度晚期腎

病的老年人（3A期），沒有腎臟損傷的尿標記物 [29] 等相關過度診斷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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況，層出不窮。另外，在小孩子裡，過動症也有過度診斷的情形，例如

食物過敏、呼吸阻塞症、尿路感染，這些都是在小孩子容易被過度診斷

的領域 [30]。

衡量過度醫療的方式，主要分為兩種，第一種方式是直接衡量，

從病人的紀錄裡，來衡量適不適當，如果不適當就歸類為不適當，是

一種直接的方式。這樣的適當性衡量，往往都是用於實證指引、共識

為主的指引，或是跨團隊委員會的討論。例如蘭德集團的適當性方法

（the RAND Appropriateness Method）來定義需要以及不需要。但是在

實務上還是有很多挑戰，首先這些如何定義適當的證據，往往是不足

的。其次是證據足夠，但在臨床指引上可能描寫得不甚詳細。所以，在

這種直接的證據方法，電子病歷系統就可以用來描述以及監測這方面的

過度使用。但是在現實生活中，電子醫令本身，也沒有辦法全面的改善

過度醫療。第二種方式衡量過度醫療的方法，是間接的評估，主要用於

衡量醫療服務的差異性，例如某些醫療機構在特定的醫療服務上差異

圖2-5  灰色地帶的服務（Grey Zone Services）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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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2-6  在四個國家中，所選擇過度使用的服務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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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常大，超過預期的對某種醫療服務的高使用率，就有可能是過度醫

療。尤其近年因為有大數據可供分析，因此可從大數據或人工智慧的演

算法，找出不同機構間的變異。在美國推動明智選擇有一個達特茅斯

地圖（Dartmouth Atlas of Health Care）（http://www.dartmouthatlas.org/
pressroom / inthemedia. aspx），來比較不同的區域，進一步顯示有可能

產生低效益醫療的地區。這是一個同儕之間的比較，同儕之間會觀察別

人與自己抗生素使用率的差距，藉由互相比較所產生的壓力，可以防止

過度使用醫療資源。

在大部分的人認知中，醫療資源浪費的情形大都應發生在中高發展

或是較富裕的國家，但現在即便在中低收入國家，過度使用也正在增加。

例如，在2000年至2011年期間，坦桑尼亞的低風險分娩中剖腹產的比例

從19%上升到49%，印度、尼泊爾和孟加拉國的比率也在不斷上升[31]。

為消除無效的服務，適當的減少對病人的潛在傷害和成本，Verkerk
將低效醫療分為三大類（如圖2-7）並加以分析及探討 [32]。

1. 無效醫療（ineffective care）
2. 低效醫療（inefficient care）
3. 不想要的醫療（unwanted care）

圖2-7  低效益醫療的類型 [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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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3   低效益醫療三大類型

分類
無效醫療

(ineffective care)

低效醫療

(inefficient care)

不想要的醫療

(unwanted care)

對策 限制（limit） 減少（lean） 溝通（listen）

主要應用 政府、專業學會 醫療機構 病人

工具 法規限制、診療指

引、電腦提示

電子病歷共享 決定輔助工具

方法 不給付、不建議 減少重複、減少

「集合處方」

醫病共同決策

Verkerk同時也針對三種類型的低效益類別，提供有關低效益醫療的

不同解釋及處理方向，於本文為減少低效益醫療，也參考其文章，並由

專家訂定相關策略表格（詳見表2-3）。

Verkerk針對上述三種不同類別的低效益醫療行為，分別給予不同的

方針及處理模式，有助於實務上的醫療資源浪費，除此之外，還是需要

實際的推行與運用。此三種類型，經本專家團隊研議後將其分析整理成

核心方法（如圖2-8）。

低效益醫療改善倡議代表性組織擴及全球，以明智選擇（Choosing 
Wisely）的議題為首，許多國家已開始執行相關專案，甚至近幾年，一

直有新參與意願的國家級組織不斷為此籌備。2017年華爾街日報，甚至

針對此議題重點，介紹醫療保健中某些被認為是不必要步驟，並積極鼓

勵：「遏制不必要的照護」[33]。

明智選擇運動的推廣影響全球，來自美國、加拿大、義大利、荷

蘭、日本、瑞士和澳大利亞的七位領導者，共同為此活動建立了一個共

識的流程，從1000多種醫療實踐清單中，篩選出前10個明智選擇的最佳

建議，這些醫療實踐最有可能傷害病人，發生頻率最高。雖然這些建議

很簡單，但就10個優先問題達成國際共識，是一項重大成就 [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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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醫療人員提供了照護服務，然而卻對病人沒有任何益處，甚至可

能造成傷害的情況下，這樣的醫療處置，令人不禁懷疑希波克拉底誓詞

中「切勿傷害」（Do no harm ）的真正意義，現今的許多醫療行為不但

造成大量的醫療成本，還有可能造成民眾的身體負擔，甚至是一定程度

的傷害到病患。2010年美國的實證醫學圓桌會議指出，在美國約11-14%
被保險人曾經至少接受過一項低效益醫療 [35]，亦為有至少一成的人口花

費不必要的醫療費用，執行了不必要的治療或診斷。

隨著現代醫療的發展與進步，各國開始重視其醫療研究數據等相關

議題，國人也需逐漸認知此議題的重要性，改變以往舊有的思想，重新

正視「少就是多」（Less is more）的要點。雖大眾在求醫前，往往希

望醫師得以給予我們一些治療或是診斷，除了希望自己狀況好轉外，亦

認為就醫也是消費的一種模式，所以大部分的病人皆期望能得到一定的

服務。依據美國內科醫學委員會（American Board of Internal Medicine, 

 圖2-8  低效益醫療類型與對應方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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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IM）的研究顯示，有36%的醫師在民眾強烈要求檢驗的情況下，即

便不必要，依然會接納病人的要求 [36]。這樣的情形不只存於美國，包含

全世界的醫療體系及病人，皆有同樣的隱憂。導致低效益醫療被重視的

主因，就是醫療資源嚴重浪費的情形，造成全球不得不重視此議題。在

同樣的研究中也闡述，醫師們一致認為，「明智選擇」準確地反映了他

們希望賦予病人的權力。由此可見，抑制醫療資源的過度使用是非常重

要的，除了需要醫師的協助外，病人的立場與想法亦是相當重要，如何

在其中達成良好的醫病關係及信任，都是需要加強的目標。

 

第一節　國內低效益醫療現況與發展

我國目前有關低效益醫療相關之議題或計畫尚在起步。國內自2017
年，財團法人國家衛生研究院論壇完成「醫療資源使用之效益評估」計

畫，提出了低效益醫療服務的五大名單 [37]，希望之後透過各大醫療專

業團隊，能夠分別在各領域中找出五大名單，以改善國內的醫療健康品

質。2018年進一步研擬「低效益醫療評估研究改善政策之探討」計畫。

過度使用醫療服務是一個全球性問題，越來越多的證據基礎，證明了

其普遍性和危害性，過度使用通過不必要的測試、治療和藥物的副作

用傷害個體病人和人群。而且，過度使用也造成了醫療健保衛生的資

源浪費，根據低效益醫療的探討，後續將透過分析、文獻回顧等進一

步的探討醫療資源的使用，全世界有太多的過度醫療項目，如診斷、

檢查、治療、處方等，每一項都相當重要且都值得進一步分類討論，

經由團隊專家小組的建議，將探討其中一項，並選出該領域最不建議

做的五項指標，藉由這一小部分的研究，可以得出國內本土於專科的不

建議做項目指標，也是當前屬於國內自己的「不建議執行」（Do not do 
recommendations）。

本議題之推廣，對於國內是當前具代表性的一個階段，也可以說

是當前相當重要為降低過度醫療的重點計畫，希望能藉由此議題推動計



47｜第二章｜國內外改善低效益醫療之回顧

畫，使國人更加了解過度醫療的知識，從過去一直只有提倡的不要浪費

藥品直至現在告訴國人還有許多除了藥品以外，更多的醫療資源正被濫

用中，甚至大多數的主因可能並非是醫療端，而是民眾對醫療根深蒂固

的觀念與偏見。

2018年11月在國立臺灣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推廣星月計畫之「聰明

就醫、垂直整合與銜接照護國際研討會暨專業工作坊（Choosing Wisely 
in Transitional Care）」由臺大醫院余忠仁副院長親自主持，其中邀請國

內外的學者專家蒞臨，包含醫師公會全聯會邱泰源理事長、衞福部石崇

良司長、健保署長官及臺北業務組林麗瑾組長等同仁、臺北市衞生局長

官、北市聯合醫院副院長及各界的長官學者專家，更邀請來自沖繩大

學的德田安春教授（Prof. Yasuharu Tokuda, Okinawa University）共同與

會，德田安春教授分享在日本如何運用明智選擇銜接照護實務與現況，

倡導共同為健康照顧體系貢獻智慧，以及提升民眾的健康照顧品質。

明智選擇相關主題的出版量從2007年至2016年為止，全球增加了近

69%（如圖2-9），年平均增長率為14%。反觀，我國目前對此議題的共

識，卻與這一全球運動的興起成了明顯對比，在國內，甚至有許多醫療

圖2-9  2007年至2016全球明智選擇相關主題出版量趨勢圖 [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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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員尚未聽過相關議題，在議題的推廣上尚需更進一步的宣導，以利我

國醫療品質的提升 [38]。

提升國民醫療品質，不外乎需要一長期並具規模的計畫，或是推廣

策略協助，在此，如何推廣就會成為當前的重要議題之一。一般較為常

見的推廣策略無疑是透過報章雜誌、新聞媒體宣傳，再者就需透過計畫

長期執行相關研究，或是宣傳於大眾之間，透過大量的研究分析結果，

再以臨床實務上的確實運用或是相關證據佐證，才得以更加提升其醫療

品質。

 

第二節　國外低效益醫療現況與發展

研究顯示，全世界醫療使用過度的情形，整體而言，有超過6～8%
的花費是過度醫療，尤其是在美國的醫療（Medicare）系統，過度醫療

有將近29% [4]， 有些醫療服務甚至高達80%是過度醫療 [39]。過度醫療有

兩個層次，一個是病患的健康效益，另一個是花費，以及它的成本效益

分析。在世界各國中，英國、澳洲、加拿大，也都開始將它應用在公共

健康照護系統裡，來去除過度醫療 [40]。

 
明智選擇（Choosing Wisely）

明智選擇運動自2012年從美國開始，至今，已擴大至加拿大、澳

洲、義大利、日本等國家，逐漸推展至世界各國。以美國為開發先例，

加拿大的明智選擇運動於2014年開始逐步執行，2014年當年度已有24個

加拿大專業協會與其合作參與  [41]。義大利也採用了明智選擇運動的原

則，由當地的一個與慢食運動相關的獨立組織（Slow Medicine）協助推

出，並標出「做的多並不意味著做得好」的標語 [42]，該項目的實施目的

是藉由專業人員與病人之間的醫病合作關係，來保護病人利益。另外，

荷蘭亦發起了「明智選擇運動」。除了上述所提及的國家，其他的國家

也擁有完善的組織得以評估相關議題並提出建議，例如英國國家健康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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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顧卓越研究院（Nation Institute for Health and Care Excellence,  NICE）

等，由此可見，世界各國都在積極拓展及推廣明智選擇等議題的活動，

以利未來國民的醫療品質提升。

分析在過去2012年到2017年之間，美國明智選擇方案的內容，總

共有75個學／協會發表了461個明智選擇建議。發現其中前五名是冠狀

動脈疾病（40 / 461,9%），抗生素過度使用（36 / 461,8%），背部疼

痛（26 / 461,6%），乳腺癌（23 / 461,5%）和前列腺癌（19 / 461,4%）

（如圖2-10）。進一步的分析，和癌症有關的建議包含了80%以上，和

心臟病有關的聰明選擇議題也超過50%，所以可以看出在整個聰明選擇

活動裡面，最主要的重心是在這幾個領域 [43]。

 
加拿大明智選擇（Choosing Wisely Canada）

加拿大明智選擇（Choosing Wisely Canada）於2014年4月2日推出，

由多倫多大學，加拿大醫學協會和多倫多聖邁克爾醫院的一個小團隊組

圖2-10  明智選擇議題針對的前五項醫療條件 [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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織，是減少醫療保健中不必要的測試和治療的全國代言人。加拿大的明

智選擇聘請醫療保健專業人員在減少不必要的測試、治療和程序方面發

揮領導作用，並使用簡單的工具和資源使他們更容易明智地選擇。它通

過與代表不同臨床專業（例如，心臟病學，家庭醫學，護理）的專業協

會合作來提出「臨床醫生和病人應該提問的事物」的列表。這些建議列

表確定了每個專業中常用的測試和治療方法。沒有證據支持，可能會使

病人受到傷害。加拿大的明智選擇還與眾多醫學協會、衛生系統以及病

人組織合作，幫助將這些建議付諸實踐。

 
英國――不建議執行（Do not do Recommendations）

為提倡明智選擇運動的發展，英國健保機構（National Health 
Service，簡稱NHS）提倡由「英國國家健康與照顧卓越研究院」

（Nation Institute for Health and Care Excellence, NICE）來建立「不推

薦執行」（Do not do Recommendations）之相關臨床建議指引（https://
www.nice.org.uk/），引導「不推薦執行」意識提升，期望提升醫療人

員、民眾、政府等社會大眾對正確醫療的知識；各國開始重視並推行相

關計畫，甚至也出現了創新的網路平臺「DianaHealth.com」[44]，被設計

可將各自分析的數據研究放上該平臺，並在網絡上一併與其他相關研究

分享，足見明智選擇運動已逐漸開始被重視，為了提升國人健康意識並

協助病人擁有更好的醫療品質，在本書內容我們會繼續將其重點呈現，

也希望國內能更加重視此議題。

 
荷蘭――執行或不執行（To do or not to do）

荷蘭在低效益醫療相關研究中，表現得相當積極，在2018年國際考

科藍年會，發表在荷蘭全國推廣的計畫，名稱為「執行或不執行」（To 
do or not to do），他們從「不推薦執行」（Do not do Recommendations）
清單中的1,366項醫療服務當中，找出8個項目來幫助減少低效益醫療。

這些項目分別在荷蘭全國各地推動，在這些項目裡，其中一項，是「要



51｜第二章｜國內外改善低效益醫療之回顧

不要在手術前剃毛」。整個推動過程裡，這幾個團隊需要對整個環境，

來進行去除原有的措施（De-implementation）。他們評估了7項低效益

醫療的行為，有2項醫療措施被控制下降、3項保持不變、2項繼續增

加。 因此在整個推動歷程裡，改變行為是複雜而困難的，裡面包含很

多因素，如：知識、動機、能力、態度，以及整個環境的限制，這些都

是不容易在短期改變的。他們推動的題目，如：一些沒有必要的尿管留

置。這樣的題目其實不好處理，因此在政策建言中，建議參採單位可結

合醫策會來進行全國類似這樣的改善過度醫療的小型研究，以效法荷蘭

的經驗，也許可以促進我國於未來推動施行的能量。

 
亞洲的明智選擇（Choosing Wisely in Asia）

亞洲的明智選擇起步較晚，日本和韓國是目前亞洲推動明智選擇

的活躍團隊。日本是亞洲第一個開始推動的國家，2014年日本明智選擇

（Choosing Wisely Japan）的啟始會議在京都舉辦，邀請加拿大的Wendy 
Robinson教授來做專題演講。明智選擇的觀念，經由加拿大的Wendy 
Robinson教授正式介紹到日本。京都的小泉俊三（Shunzo Koizumi）教

授，是日本明智選擇（https://choosingwisely.jp/）的創會理事長，沿任

至今。明智選擇（Choosing Wisely）在日文漢字中翻成「賢明選擇」。

日本明智選擇（Choosing Wisely Japan）由民間發起，是一個獨立的非

營利事業組織（nonprofit organization, NPO），可以聚集對這個題目有

興趣的個人或團隊，例如媒體、病人團體，並對所有權益相關人都是開

放的，具多樣化及跨領域之特色。目前主要推動者，還包括了德田安春

教授，以及年輕一代的莊子萬能（Mano Soshi）醫師。日本在2014年開

始推動明智選擇後，就發行一篇五項清單（Top5 list）的論文，包含五

項建議不要做的醫療行為。現在總共有三個機構，在日本發表五項清

單（Top5 list），這三個日本的專業學會是日本一般內科學會、感控學

會，以及住院醫師（Hospitalist）學會。德田安春教授希望能研究、建

立過度醫療的基礎資料，以及運用組合式照護（bundle care）來改善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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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留置的不適當使用。在日本有20%的尿管留置有可能是不適當的，組

合式照護（bundle care），被證明是最好的改善方法。

日本的過度醫療，也是漸趨嚴重。甚至有一些機構，有入口的核

磁共振，意指在看到任何醫師的門診之前，先做核磁共振。這有點像在

看醫師前要量血壓，日本在看醫師前就直接做核磁共振。另外，日本有

些醫療機構，大力推行自費的全身健康檢查，這是為了醫院的生存，檢

查項目琳瑯滿目，包含抽血、電腦斷層、核磁共振、內視鏡、上消化鏡

等，這些都有可能濫用。事實上，體重、血壓、血糖等例行的檢查是必

須的，但是太多的其他檢查，可能就沒有實證為基礎。

在日本推動明智選擇運動會衝撞到現有的醫療體系之結構，日本醫

師學會（Japan Medical Association, JMA）對於「不建議執行」（Do not 
do recommendations）的推廣有自己的看法，不是全然照單全收。他們

認為第一，他們的醫療，本來就有實證為基礎；第二，這些醫療是病患

的需求；第三，這些醫療有市場考量。此外，日本醫師學會和日本的厚

生勞動省關係非常的良好。因此，日本未來要推動明智選擇運動，仍然

要克服相當多的障礙。

在過度診斷（overdiagnosing）的學術領域，亞洲最負盛名的論

文，是韓國安教授在新英格蘭醫學期刊（The New England Journal of 
Medicine, NEJM）發表的一篇報告，是關於甲狀腺癌的過度篩檢，主要

是說明甲狀腺癌的篩檢有時無法降低甲狀腺癌的死亡率，反而會增加

不少因手術引起的副作用。這篇具亞洲特色的低效益醫療研究，在日

本引起廣大迴響，尤其最近因為福島事件的輻射外洩，日本政府希望

能看到這些外洩的輻射，對當地居民有否產生不良作用，因此對於福

島（Fukushima）附近的居民，展開大規模的甲狀腺癌篩檢，再和一般

人的甲狀腺癌比例做對照，但是安教授的論文引起很大的討論，安教

授認為甲狀腺癌是一種進展緩慢的癌症，敏感度太高的篩檢，有可能

會產生過度診斷。安教授在韓國成立了韓國明智選擇（Choosing Wisely 
Korea），他已邀請德田安春教授去韓國演講二次，所以在韓國也逐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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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行明智選擇，目前在國際明智選擇（Choosing Wisely international）裡

活躍的東亞國家就是日本和韓國。現在日本明智選擇的研究，主要是在

評估、測量過度醫療的現況，從他們的五項清單（Top5 list）這幾個項

目開始著手，想探討到底影響有多大。

日本明智選擇得到國際的明智選擇很大的幫助，例如國際的明智選

擇提供日本「起始工具箱」（starter kit）完整的策略，讓任何一個國家

要開始推動明智選擇時，有好的工具來推動。如果臺灣要推動時，可以

和國際明智選擇做進一步的連結，以尋求協助。其中有一些觀念，例如

推動時一定要納入醫師系統，也要以實證為基礎。

明智選擇的活動，也得到世界衛生組織（The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 WHO）和經濟合作暨發展組織（Organiz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 OECD）的重視。日本偕同經濟合作暨發

展組織，開始用問卷評估當地的不適當醫療。臺灣若有機會加入此活

動，用問卷來評估本土不適當醫療之統計，可以和各國比較，也是進入

國際主流活動的契機。另外，世界衛生組織也希望全世界能減少不適當

的抗生素使用，此事已在全球如火如荼的推展，日本也加入此運動，加

強控制不適當的抗生素使用。因為日本也有抗生素濫用的情形，日本專

業學會指出，他們會使用抗生素，主要是應病人要求。目前，日本政府

已結合學界，想辦法控制不適當的抗生素使用。此外，日本政府也出資

請明星以及歌星代言，以及用活潑的卡通廣告，來推動不要濫用抗生素

的觀念。

2018年明智選擇國際年會在瑞士召開，探討有關明智選擇的實證，

以及組成經濟合作暨發展組織之國家的比較。在這個會議裡，各國投入

相當多人力，來探討像是實證醫學（Evidence-based Medicine, EBM）的

主題。而今年最主要的主題是「如何評估明智選擇的效果」，所以同時

有很多個研究團隊，分別針對不同明智選擇的建議項目，來進行效果的

研究。例如抗生素用在尿道感染，或斷層掃描用在下背痛。也許，在亞

洲鄰近地區，大家可以分頭針對不同主題做小型研究，基本上這些題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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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世界各國都有類似的需求。

關於醫療過度使用的情形，國內外的發展都相當廣泛，各國仍有為

病人執行相關不必要的醫療行為，本文所舉的相關案例皆是其中一小部

分的研究分析結果，來自各國的專業團體透過研究數據發現，相關議題

發展對病人所造成的傷害越來越嚴重，皆紛紛意識到該問題的嚴重性並

希望加以減少不必要的醫療行為。全世界從各國相關研究分析數據中，

得知過度醫療在各國的概況與情形，並以此借鏡互相討論，設立機構以

求該議題得到解答，期許早日找出遏止過度醫療行為的政策與應對措

施。

 

第三節　小結

美國自2012年開始推動明智選擇運動後，除了當地的協會積極參

與，直至2014年已經有許多國家跟進，並發表相關議題之研究或推廣相

關計畫，可見其議題的重要性。針對目前相關議題之研究，其低效益醫

療的解決辦法，大多傾向由醫師主動與病患溝通協調，醫病共同關係更

為備受重視。然而為促進臨床醫師和病人之間有關適當照護和過度使用

的對話，全世界激勵了約二十個國家，根據這些理想發展自己的推動計

畫，或是成立相關機構。

明智選擇影響了許多國家，對於全世界不斷的推廣並更加的重視此

議題，各國也各自的成立相應措施或是推廣研究計畫。反觀，我國更應

該要加強本土的醫療意識，宣導民眾正確的醫療觀念，並教育醫療人員

共同為良好的醫病關係打下基礎。

現今，在全世界的醫療資源皆有限的情況下，不必要的醫療行為是

應當先解決的重要議題之一，如何讓大眾皆認知到此議題，並提出改善

的方法，是國內首要思量的。不論是政府、醫療單位亦或是民眾／病人

都是與此議題相關的，由本章節可以知道，雖然我國對此議題的認知度

相當低，且也未向其他國家及時跟進並推廣，但依目前我國對此領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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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知來說，已經逐漸發展其議題。雖成長速度較緩慢，一般民眾甚至還

未了解議題之相關事項，但透過考科藍臺灣研究中心及財團法人國家衛

生研究院論壇等單位協助，開始在各個方面推廣並進行相關研究，也是

邁出了重要的第一步。相信之後經由更多的研究，此議題的發展自然也

能越來越成熟，不再只是理想，而是一個可以應用在實務上的長期性目

標。期許能與國際接軌，共同發展出適用於我國本土的過度醫療防範機

制，以求病人更加健康並擁有應得的醫療品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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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三 章   

改善低效益醫療――醫療端

    （陳杰峰、陳珮青、楊銘欽）

在全世界各種研究確定了低效益醫療問題的嚴重性下，並透過相

關研究數據發現其議題衍生的狀況，為全世界大約三分之一的病人接受

治療或醫療相關服務，都被證明是不必要的、無效的或潛在有害的情況 

[1-3]，專家們發現有許多研究例子的重點都集中在如何識別過度使用（例

如：健康識能評估）[4]，和解決過度使用問題（例如明智選擇）[5]。然

而，這些解決過度使用的機制措施卻支離破碎，在沒有完全建立完整機

制的情況下，並不適用於現實世界。因為於臨床實施相當困難，而評估

其結果也難以實踐 [6-7]。

在全球中，過度使用會導致影響深遠的負面結果，（例如抗生素過

度使用導致抗藥性，影響每個國家）[8]。透過相關研究，也顯示出導致

全球低效益醫療盛行的四組背景因素。

1. 社會與臨床醫師的文化和病人的水平層級。

2. 缺乏適當的框架描述問題。

3. 醫療系統的安排。

4. 缺乏由最佳證據解決醫療過度使用的辦法。

社會、臨床醫師以及病人這三層因素，皆會引起醫療服務過度使

用。在社會層面，「越多越好」的想法 [9] 和「新的更好」[10] 的想法，

導致需求增加。在臨床醫師層面，醫師害怕醫療糾紛的文化，也會形成

防衛性醫療，加劇過度使用的情形 [11-12]。在病人層面，也是與社會文化

「越多越好」的觀念交織在一起，並且由於健康識能不足，病人端可能

會要求不必要的治療。此外，醫療提供者如果做越多，病人可能也會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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強烈安慰劑的作用產生。

要面對這樣的挑戰，就需要整個系統同時運作，例如如何達成社會

上的減少開支，像這樣的語言與文字，都需要再加以研究以產生共識。

於臨床醫療人員層面，可能會覺得宣傳改善過度醫療，會影響到他們的

自主權（autonomy），也會影響到他們決定醫療的能力。於病人層面，

如果在病人本來接受的治療改變時，也會需要有相關的語彙來解釋，甚

至於原來的治療變成新的治療，也要多費時間和病人溝通  [13]。 於政策

層面，有時候也儘量避免減少醫療的政策，因為這樣的政策，可能讓大

眾覺得他們的公眾利益被減少，產生相對剝奪感。

在實際操作的層面，第一線的臨床醫療人員缺乏足夠的訓練與準備

來描述過度醫療，而且也沒有時間做充分的說明 [14]。此外，整個系統在

醫療照顧上也缺乏連續性，因為過度專科化，也會導致無效的醫療 [15]。

在財務的層面，由於給付偏向於做越多給付越高，以論件計酬的方式

來購買健康服務，也會導致過度醫療。在管理的層次，權責不分的時

候，也會讓實際操作的人，例如醫師並不認為減少醫療浪費是他們的任

務 [16]。

要如何改善過度醫療呢？有幾個解決方案：一、透明化的找出潛在

的過度醫療；二、由權益相關人，來提出解決過度醫療的方案；三、由

管理層次主導的方案來處理過度醫療。這三個看起來雖然是不同層面，

其實應該有共同的連結，全面化的處理。由權益相關人、管理單位，以

及第一線的醫療人員和病人，共同來討論過度醫療 [17]。

透明化的處理過度醫療，有三個要點。第一，用最佳的資料，研究

證據和指引（guideline）；第二，產生一個可以過濾過度醫療的系統，

隨時可以找到過度醫療；第三，結合權益相關者和病人來找出這些過度

醫療，去除這些過度的醫療（de-implementation）。已經有相當多的透

明資料庫，例如英國國家健康與照顧卓越研究院的「不建議執行」[18]， 
或是使用系統性回顧，例如考科藍中心的報告（Cochrane Reviews） 

[19]，或是有關於臨床照顧變異性的研究 [20-21]，另外，實施醫療科技評估



63｜第三章｜改善低效益醫療――醫療端

（Health Technology Assessment, HTA）（以下簡稱HTA）或是醫療科技

再評估（Health Technology Reassessment, HTRA）（以下簡稱HTRA）
[22-23]，或是節制支出的計畫 [24-26]。

另外兩種改善方式為以基層由下而上或以政府由上而下，分述如

下。

第一種方式，集中關注在權益相關人主導或者是由下而上的方案 
（其實有相當多是可以和政府一起合作的），在操作的流程上：

1. 促進溝通以及病人共同決策（shared decision-making, SDM）

（以下簡稱SDM），促進醫療提供者以及病人之間討論實證診療建議

（evidence-based recommendations）[27-28]。

2. 改變醫療提供者的行為，以改善過度醫療 [29-32]。

3. 教育病人以及公民有關的健康服務 [33-35]。

4. 發展媒體的推廣活動，以引起大眾對過度醫療的重視 [36-38]。

明智選擇主要是針對臨床醫療人員、病人，以及其他權益相關人，

來提高他們對於過度醫療的關注。另外，如何支持臨床醫療人員改變行

為，也非常的重要。首先就是要找到哪些需要被改的善過度醫療，並且

用行為改善的方式來推動，例如使用行為改變之輪（behaviour change 
wheel）的理論 [39-40]。選擇用何種的行為改善、理論，及策略是非常的

重要，因時制宜用在不同的社會，才可以發揮最大效用 [41]。

第二種方式，以政府主導或者是由上而下的方式，也有四種操作的

流程：

1. 時常檢視健康醫療服務的保險項目。

2. 改變健保支出的給付模式，用利益來引導消費者去接受有效而且

有價值的醫療。

3. 對於一些有可能過度醫療的服務，建立機制需要事先審核以及授

權。

4. 在決定醫療的過程裡面，讓權益關係人以及病人參與。

實濟面上，在這整個改善過度醫療的過程裡面，仍缺乏共同的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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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讓進一步的溝通產生障礙。因此，如何讓不同的權益相關團體彼此

有溝通，需要進一步推廣和研發 [17]。以下介紹一個美國的效益導向的保

險設計（Value-based insurance designs）為例。

效益導向的保險設計（Value-based insurance designs）

――以美國為例

2010年7月，美國歐巴馬政府積極鼓勵「基於高效益的保險設計機

制」，要求健康檢查取消某些篩查、測試和其他類型的預防性醫療的自

負額。這項政策於該年度9月起生效，現有新舊制度都發現了顯著的變

化 [42-43]。政府的構思是為了減輕病人的成本負擔，並進而可能會轉至某

些衛生服務上的使用，最終達到降低疾病水平、挽救生命和降低醫療成

本。近年來，獎勵機制已逐漸擴大，其中包含了對於需要長期服藥的慢

性疾病病人，降低自負額 [44]。雖然有證據顯示，這種方法可有效改善健

康狀況，但需要進行更多研究，以確定對醫療保健支出的節省，是否能

夠達到平衡成本。

‧懲罰機制：

基於效益型的保險設計版本，很大程度是理論上的。儘管在文獻中

已有許多的結論，但卻尚未被應用。許多的醫療政策制定者認為 [45]，除

非發展出更有效的方法，來阻止使用成本高效用低的醫療，否則醫療成

本上升的問題將無法解決。

在施行基於效益的保險設計版本之前，政策制定者需充分了解病人

端如何看待這種方法的核心要素。首先，大眾是否能夠區分高效益和低

效益的醫療服務。此外，病人端是否認為分層成本分擔是解決這些差異

的合理方法。

學者David Mechanic寫道：「對醫療保健的資助和組織，主要挑戰

來自於對日常生活問題的持續醫療化 [46]。」這一觀點在2007年《紐約時

報》的文章中得到了回應，題為「使我們生病的是常規診斷」。其作者

指出：「像失眠、悲傷、腿部抽搐和性欲減退這些平常的事情，現在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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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了診斷：睡眠障礙、憂鬱症、不寧腿症候群和性功能障礙 [47]。」如

果這種觀點讓病人端所認同，那麼它可能與基於效益的保險設計相關。

‧負擔能力：

負擔能力是最重要的。因此，這樣的健保承攬範圍才能滿足中低收

入家庭的需求，讓一切都導向於合理的成本分擔。

‧治療目的：

治療的目的是相關的。大多數人把醫療救治的首要任務放在挽救生

命、恢復／最大化功能、預防疾病或殘疾。

‧治療效果：

治療的效果也很重要。 許多項目體現了治療中心的決策過程的有

效性。大多數參與者認為，不應以公共資金支持無效的介入措施，而且

效益（成本和收益之間的關係）也應被考慮在內 [48]。

‧機會成本：

當參與者拒絕接受僅略微有益的治療時，這是因為他們正在思考如

何利用這筆經費來獲得更大的醫療效益。

‧分層成本分攤：

對於分層成本分擔的支持。大多數討論小組以簡短的書面調查

結束，詢問參與者如何處理醫療資源浪費問題的優先次序。絕大多數

（80%）認為，對於低優先順序之醫療，病人應該支付比高優先順序醫

療更多的費用。

‧醫師建議：

最重要的是病人的醫師建議。這項建議比醫學專家、科學研究或健

康計畫規則的觀點更有份量。如果醫師不接受以效益為基礎的保險設計

類別，這對高成本層的抵制（以及該層次介入措施沒有足夠效益）可能

會造成醫師和病人的反彈，導致該方法難以實現。

‧讓需求者參與基於效益的保險設計：

雖然醫療保健決策中心的大部分工作還沒有具體到基於效益的保險

設計，但重點是優先順序設定和權衡直接與分層成本共享的內容有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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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學習的是，如果雇主和健康計畫對於應用醫療保險的方法很感興

趣，可以透過過讓雇員設計基於效益的保險計畫，而獲益匪淺。其建議

如下：

1. 讓民眾參與納保項目設計：無人可替代病人端設計直接影響的

納保範圍。給予病人端參與的機會，即使最終沒有達到病人端的所理想

結果，但會使病人端更支持最終結果。雇主和保險公司可以建立一個互

動的優先重點確定程序，以利讓病人端所認為最重要的納保標準達成一

致。

2. 對正反面的刺激：不應將棍子法則（懲罰）視為減少效益的另一

種方法。將棍子法則（懲罰）與胡蘿蔔法則（獎勵）結合使用，比相較

於僅單純使用棍子法則更容易被接受的一種方法。另一種方法，是利用

經濟效益來包裝棍子法則，例如，在於當年度員工的保費額度比例不會

增加。

3. 公平解決爭議：解決爭議的過程是至關重要，尤其如果納保是強

制註冊。一個新的納保模型，不可避免的會在過程和納保決策中出現錯

誤。透過一個被認為是公平合理的過程，來解決這些問題，將有助於培

養病人端的信任和信心。

 
民眾在醫療保健中扮演著多重角色，例如病人和家庭成員、要保者

和納稅人。民眾還必須協助制定公共政策議題的責任—這是一個尚未實

現的角色。當決策者面對當前醫療保健支出的挑戰時，民眾的參與才是

尤其有意義的 [49]。

 

第一節　低效益醫療問題改善推動方案（政策端）

低效益醫療指的是對病人本身造成極少益處或沒有益處，甚至造成

潛在的傷害超過可能的好處，並可能占據有限的醫療資源的介入 [50]。

具體來說，不必要的醫療保健，具對病人有無實質益處可疑性的健康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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務，甚至可能為病人帶來傷害 [50]，是一個被經常討論的議題。

為了減輕低效益醫療使病人暴露於潛在的傷害，明智選擇運動也隨

著此議題產生，它聽起來像一個解決方案。但明智選擇不應該只存在學

術界，而是一個應該向醫師和公眾傳播的概念。

一、低效益醫療實施原因

針對國內目前醫療資源浪費的看法，除了在定義上需更加的明確及

統一，更需注重能否適用於臨床實務上。期望低效益醫療之定義，在未

來解釋與一般民眾時不但可使民眾了解，更能獲得大多數專家及相關醫

療人員的認可。現今，造成醫療資源的浪費行為因素，也包含民眾意願

的要求，以及醫師端的防禦性醫療考量等，皆為造成不必要的醫療資源

之原因。

二、低效益醫療訪談現況分析

如要順利找出低效益醫療，亟需要考慮整體性的狀況。不單單只是

從病人的某一方面來考量，而是整體包含病人的意願等，這亦顯示，如

何定義？如何評估？由誰評估？及相對應可適用於臨床實務的措施？都

是相當重要的一環。

一般來說，透過大數據的分析，是最容易避免重複性醫療行為的

方法之一，例如透過雲端藥歷的建置，可以避免重複性的醫療行為或是

重複性開立相同藥品。但是，大數據並不代表包含全部的醫療資源的浪

費，許多情況下，還需以臨床實務上的個案情況而定。由此可見，找出

醫療資源浪費的方法，需要另再進行開發。

我國醫療衛生機關對於醫療資源浪費的相關計畫，針對不同的業

務，不同單位所承接的內容也會有所區分。以健保署為例，它並非學術

研究單位，如有相關的大型研究計畫則會委外進行，透過合適的人力及

資源去開發此計畫，共同為國家衛生政策及醫療品質努力。如目前委託

醫策會所進行的骨材臨床效益評估，計畫也包括了給付的問題、使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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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及其財務面的影響，在之中會產生的問題與建議等，皆是包含在其

中進行探討，並期望針對此類計畫，使國家醫療相關的成本降低，而對

民眾產生的醫療品質也能升高。

目前，也透過該單位的「全民健康保險保險人資訊整合應用服務

中心」，收集最新的健保資料，以提供最新的健保資訊數據，予相關研

究參考分析，以利相關醫療政策的展望。另外，國內比照英國國家健康

和照顧卓越研究院（The National Institute for Health and Care Excellence, 
NICE）（以下簡稱NICE）的制度與規模，也設立了相關的醫療科技評

估機制措施，並不斷的改善，例如目前設立C肝辦公室，對於疾病療效

及評估皆有研究，並設立機構制度，雖不比英國國家健康和照顧卓越研

究院（NICE）的制度與規模，但是國內依然針對此議題不斷著手設立

相應措施。

透過相關的採訪可以得知，針對低效益醫療的議題，首先應先定義

低效益醫療，接著是確認評估機制與評估者，最後是推行相應辦法。另

外，於操作、財政及管理措施分別如下：

（一）操作措施（Delivery arrangements）：

1. 落實醫院的分級制度。

2. 在診療指引的建議裡，建立哪些是不適當的處理，或是不適當的

醫療。

3. 建立明確的適當醫療的準則。

4. 建立即時稽核與回饋機制（Audit and feedback），將臨床上的處

理是不是過度醫療，有一個回饋的機制。

「例如雲端藥歷，它可以節省重複用藥處方、重複的CT（電腦斷

層掃描），或MRI（核磁共振攝影）上傳等費用。」（受訪者X）

5. 建立電子病歷。

6. 建議以及教育民眾使用醫病共同決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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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財政措施（Financial arrangements）：

1. 將不適當的醫療完全從給付項目移除 。
「很多新藥、新科技雖然已經用了多年，但是到現在都還沒有成

為給付項目，很多都還是自費。可是，那些醫療應該是有成本效

益，是可以納入健保成為給付項目。而之所以無法納入健保，是

因為我們很少去檢討，這七千億到底有哪些是應該刪減的項目

（delisting），哪些是應該增加的項目（listing）」（受訪者Y）

2. 嚴格的控制保險給付的臨床適應症。

3. 謹慎引進新科技。

4. 採取部分負擔。

5. 使用花費最小的措施來達到同樣的療效。

6. 對於療效不明確的醫療，訂定日落條款。

7. 限制較後線的治療用在生病的前期 。
8. 以較新而且較便宜的診療方式，取代原來的給付項目。

9. 保險給付只給嚴格遵守診療指引者。

10.由國家來建立診療指引醫療科技評估（HTA）和醫療科技再評

估（HTRA）。

11. 保險制度裡面，採用全民健保，以品質為依歸 。

（三）管理措施（Governance arrangements）：

1. 重新審定診斷的標準 。
2. 嚴格審視所有的醫療科技 。
3. 嚴格限定只有在優良的中心，才可提供特定的醫療 。
4. 擴大權益關係人的參與 。
5. 讓政策制定者，具有政策、組織、經濟大權、專業的各種權威團

體，來討論過度醫療以及醫療不足 [50]。

衛生福利部中央健康保險署（以下簡稱衛福部健保署）於2017年

「共同擬訂會議」中決定取消「維骨力」等葡萄糖胺的31項指示用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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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保給付，經過衛福部審查後，健保署於2018年8月29日宣布，確定10
月起取消該類藥品給付，目前初步估計約影響12萬人，預計健保支出一

年則可省下1.2億元。根據衛福部健保署統計，2018年1至6月全國約12
萬人使用含葡萄糖胺（glucosamine）成分藥物，健保署表示，衛福部已

許可停止給付，已在2018年8月23日發公文通知各醫學會和療養院  [51]。

此外，衛福部健保署分析發現，高達三成九健保給付用於檢驗檢

查。為避免重複檢查耗費健保資源，2019年起，民眾在28天內於不同醫

院接受電腦斷層掃描及磁振造影檢查，醫師若未讀取調閱病人已做檢查

的影像及報告，逕自再安排檢查，健保將不給付該筆費用 [52]。

透過不斷的建言醫療衛生主管機關，並提出建議供相關單位機關措

施或計畫參考。期望未來能共同找出國內的醫療資源的浪費，擴大與加

強實證資料（將基於證據的概念，引入政策和法規中、定期評估臨床診

療指引），並與國內各專科醫學會／相關研究團體合作，共同執行相關

研究計畫，為國家低效益醫療議題建立學術研究基礎，再透過定期大數

據分析（含健保與自費的部分），找出大多數的醫療浪費項目，擬定相

關措施，以醫療品質提升為目標邁進。

 三、小結

（一）期望未來能藉由參考、效仿各國推動的相關實務經驗，建立

國內醫療資源浪費相關管理政策與審查機制：

透過審查醫療服務給付辦法，審核適當的醫療及過度使用的醫療服

務，減低醫療資源浪費的情形。

（二）將醫院評鑑制度／醫院定期評估的機制納入審核機制之中：

透過定期醫院評估的機制，以便國家相關衛生單位在每期固定的時

段內即可了解醫療資源浪費項目的增減，亦能透過相關數據顯示，及時

為此議題研擬相關政策或辦法，以達降低低效益醫療的情況。

（三）建立專責機構／培育國內人才：

可透過設立相關衛生組織，協助議題推行，以及為醫療資源浪費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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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進行把關，如英國國家健康和照顧卓越研究院（NICE）機構等，亦

或是可透過該機構的設立，協助政府單位將相關議題之概念及正確的醫

療觀念傳達予民眾，提升民眾對此議題之健康識能及認知。

 

第二節　低效益醫療問題改善推動方案（學術端）

在學術期刊上，醫療適當性的探討，仍然有待進一部闡述 [53]。例

如，在腰椎麻醉之後，儘管八小時和四小時的臨床休息沒有顯著的區

別，然而病人的衛教資訊，仍然指示術後需要躺在床上八小時 [54]。這些

措施均會增加成本。「成本」不僅限於金錢，也包含時間、精力、風險

增加等。產生此問題的原因，可能是醫療保健提供者和病人之間沒有建

立良好的溝通。

類似的醫療事件層出不窮，儘管如此，民眾也應該注意到，並非所

有的醫療決策都可以完全分為正反兩面，在這之間有一個巨大的「灰色

地帶」，即適當的決策範圍 [55]。明智選擇運動的運作是為了促進臨床醫

療人員和病人之間的決策過程，期望醫療提供者和病人雙方都擁有適當

且足夠的訊息，並能適時的得出共識。反觀，不論是醫療提供者還是病

人（包含病人家屬）雙方都應該明白為何醫療處置如此執行，這樣亦能

使臨床醫療人員更無後顧之憂地進行療程。

總結而言，明智選擇運動不應該停留在學術界，而是應該向醫療端

及公眾傳播的概念。

第三節　低效益醫療問題改善推動方案（臨床端）

人們普遍關注的是，通過低效益醫療（即介入措施和臨床價值很小

的程序）在醫療健保中所浪費的資源 。而醫療過度使用的定義，為提

供更有可能造成弊大於利的服務。

然而，要解決醫療過度使用，不僅在政策面，政策制定者需要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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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長期推廣研究的政策工作，更重要的是，還需促進醫病共同決策，就

是由醫療人員主動推廣，與病人建立醫病之間的溝通，一同為此議題討

論。透過這樣的溝通協調，使得病人更加了解低效益醫療的概念，並

能一同提升病人的健康識能（health literacy）。當病人的健康識能提升

後，病人也能主動向醫師提出相關議題與想法，不必將醫師給予的診療

照單全收，適時的詢問與提問也是一種保護自己診療品質的方法。

現今，相關議題之研究在醫療領域中相當重要，透過不斷的臨床實

證及相關研究，得以在此領域中更加茁壯，成效也會更加顯著，因此，

透過學術領域的研究探討亦是相當重要的一環。

一、低效益醫療實施原因

Bishop等學者對四個專業的學術醫師進行了焦點訪談。用半結構的

訪談方式，探討他們對低效益醫療過度使用的看法、過度使用的原因，

以及他們認為可以有效遏制過度使用的方式 [56]。

受訪對象為從威爾康奈爾醫學院醫師組織（Weill Cornell Medical 
College Physician Organization, WCMCPO）中抽樣31名醫師，包含7名內

科醫師、7名急診科醫師、7名心臟科醫師，以及10名醫院的醫師 [56]。

（一）現況分析――對低效益醫療的看法為何？

所有醫師都認為過度使用是一個重大的問題，並且大多數人同意，

明智選擇活動為著特定的專業所列出的清單程序 [56]。

（二）問題探討――如何找出低效益醫療？ 是否有改善低效益醫療

的建議？

 
過度使用的原因

是什麼原因造成低效益醫療呢？最常被提到的原因就是病人的期

望。一位受訪者說：「有些病人一進來門診，就希望做抽血檢查，所以

很難有時間和病人討論。」另一位受訪者提到：「如果我不做這項檢

查，其他醫師也會做這項檢查。」一位心臟科醫師表達：「我在做手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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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前，會做非常多的術前檢查，然而事實上，我的決定很少因為這些檢

查而受到改變。 [56]」

醫療資源過度使用的原因，主要為下列五點：

1. 病人的期待。

2. 沒有時間與病人詳細的溝通。

3. 我不做，其他醫師也會做。

4. 防禦性醫療，為了避免被病人責難甚至被告而有的醫療行為。

5. 在教學醫院裡，住院醫師會開醫令，他們擔心沒有開醫令會出問

題 [56]。

 
有效抑制過度使用的方式

要如何改變過度使用醫療的情形呢？基本上，時間是最大的障礙。

此外，有些受訪者提到，一方面在系統上對於降低醫療資源浪費的誘因

並不多，另一方面他們擔心會產生不好的臨床結果。因此，如果有改善

這些環境的措施，將使醫師更容易抑制醫療資源浪費。

由醫師的觀點，提出了可以降低低效益醫療的具體方案，如下列項

目：

1. 用電子醫令系統結合決策輔助，即在醫令系統裡，涵蓋實證醫學

的診療指引。

2. 與病人溝通以調整他們的期待，使病人減少提出做某些醫療項目

的需求。例如：提供病人明智選擇所列出不要做的事項。

3. 提供誘因使醫師在同僚之間維持名聲，例如：使用抗生素的比例

透明化，讓醫師彼此之間做比較。

4. 提出過度使用醫療比例的客觀數據。

5. 將減少低效益醫療作為組織的目標。

6. 舉辦研討會來討論證據和新的研究 [56]。

7. 醫學教育：

「另外一個就是現在的醫學教育，為什麼每個個案都要做，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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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因為醫師的防禦醫療，我相信這是一個很大的因素。」（受訪

者W）

8. 臨床指引及共識：鼓勵國內各專科醫學會，提出其專業領域常見

的醫療資源浪費項目之建議。

「最後一關，還是要到臨床專業要有共識。就像剛剛講的這些項

目，如果臨床專業有共識，就很容易不該做的就不做。」（受訪

者W）

在醫療端推行改善低效益醫療，鼓勵學會提出前五項清單（Top 5 
list）是明智選擇活動的重要措施，因此本研究結合國內的相關學會和

臨床人員，以氣喘為例，提出前五項不建議操作項目，其內容如下。

 

第四節　建立前五項清單（Top 5 List）――以氣喘為例

為了讓各專業團隊在建立前五項清單（Top 5 List）時，有參考之範

例，本研究小組和國內胸腔暨重症加護醫學會以及臨床專業團隊合作，

完成氣喘診療之前五項清單（Top 5 List），以下為發展成果之報告。

一、研究架構（此研究通過IRB審查編號N201805099）

首先，經由專家團隊討論後一致認定決定，鎖定在低效醫療的範圍

內選出最適用於本次初探性研究的主題，因根據2000-2007年健保署資

料顯示，國人大於20歲者，氣喘盛行率約11.9%，小於20歲則為15.7%；

最近研究顯示：門診就診的呼吸道疾病病人，約有14.8% 是氣喘病人，

其流行率極高。雖然超過八成的國內氣喘病人，覺得自己氣喘控制的沒

問題，但根據全球氣喘創議組織指引（GINA Guideline）分類來看，卻

只有不到一成的氣喘病人真正控制良好；而病人也常因自覺控制良好，

導致遵循醫囑性狀況不佳。因此，加強氣喘治療觀念，在國內應是刻不

容緩的事 [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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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今國內並未有據實證性的不建議

執行之醫療項目，也未有更進一步的氣喘

相關疾病的臨床實證指引，故團隊採用了

國外已發表的有關不建議執行醫療服務項

目清單，例如：不應隨意開立抗生素，

來治療疑似病毒引起的上呼吸道感染 [58-59] 

等，並根據Elshaug等學者所提出之方法

學  [60]，以此方法學為基礎，進行資料蒐

集與彙整，本研究架構與流程請見右圖。

二、研究執行方式

（一）資料蒐集

本研究團隊先從國內外文獻資料庫

（共計35項資料來源），歸納出188筆潛

在相關項目，依關鍵字及內容進行初步歸

類，例如：不建議、不推薦、避免等。

初步歸類結果為有2個資料庫以上提及或

證據等級較高的相關類型低效益醫療服務

項目內容共22項，為精簡列表項目，參考

Mitera等學者的研究模式，由本研究團隊

（由6位具有醫學相關背景之專家組成）

再針對這22項進行第二次的篩選，其篩選

標準說明如下：

1. 納入標準：

    (1) 具有低效益或危害的證據。

    (2)  經常在臺灣使用。

    (3) 有可能減少。

圖3-1   研究架構與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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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明確且可理解。

    (5) 可行與可測量。

    (6) 相關且適合臺灣的情況。

2. 排除標準：

    (1) 各資料庫看法不一致。

    (2) 影響層面。

經由研究團隊進行項目篩選後，共得到22項不建議執行之醫療服務

項目，再依項目之相關性進行彙整，最後得到14項（詳見表3-1），包

含10項過度處置、4項過度診斷，並設計成問卷，作為後續邀請國內相

關領域專家進行評估之調查工具，進而找出國內應優先改善低效益醫療

服務前五項目（資料處理流程如圖3-2）。

圖3-2  資料處理流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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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不建議執行之醫療項目 次數 *

1
除特定臨床情況外，在氣喘加重的成人病人中，若病

人能自行口服藥物，則不推薦肌內注射皮質類固醇作

為首選給藥方式

1

2
在成人氣喘病人中，如果疾病控制不好，則不應單一

使用長效β腎上腺素受體刺激劑（LABA），而應與

吸入皮質類固醇合併使用

4

3
不要開抗生素給有支氣管炎／氣喘的成人和有支氣管

炎的孩童
5

4
若無同時使用吸入皮質類固醇，則不要用長效或中效

的支氣管擴張劑治療支氣管氣喘
3

5
不要使用長效β2受體激動劑（LABA）來單獨治療

支氣管氣喘病人
4

6
儘量避免同時使用多種不同形式的吸入器裝置，以避

免病患混淆用法
2

7
依目前證據，在疑似或診斷為氣喘的病人，不建議依

呼氣一氧化氮濃度高低來處方或停止吸入性類固醇的

治療

1

8
腎上腺素（Epinephrine）：腎上腺素皮下或靜脈注射

可用於治療無防禦性過敏休克（Anaphylactic shock）

及血管性水腫，但不建議常規用於氣喘急性惡化

1

9
其他治療（Other treatments）：

鎮靜劑（Sedatives）：不建議使用，因會抑制呼吸

10

處置：氣喘病人應避免在高濃度細懸浮微粉（PM2.5）

之空氣品質（Air Quality Index, AQI）下外出。當下

更不應該從事高運動量的戶外活動，造成吸入過量有

害氣體

1

表3-1  氣喘14項不建議執行醫療服務項目（短列表）被提及的次數



78         低效益醫療評估研究：改善政策之探討

（二）執行步驟

1. 研究對象：

本試辦性研究之調查對象，主要以氣喘臨床醫師／學者為主，排除

了非氣喘臨床醫師／學者後，採用方便取樣方式進行問卷發放，相關執

行內容說明如問卷製定流程圖（如圖3-3）。受測者可自由決定是否參

與測試，而在測驗的過程中，若受測者有任何不適或其他原因，均有權

拒絕回答任何問題，或是中途退出，不會受到任何強迫。受測者可自由

決定是否參與測試，而在測驗的過程中，若受測者有任何不適或其他原

因，均有權拒絕回答任何問題或是中途退出，不會受到任何強迫。

2. 資料收集與分析：

在設計的問卷內容裡，除了邀請國內氣喘臨床醫師／學者挑選5項

應列入優先改善的項目外，同時也請他們對各建議項目的認同度、與國

內實際執行現況相符程度等面向進行評估，各評估方式之具體操作說明

如下：

11 不要常規性為孩童胸部X光診斷氣喘 6

12 不要於急性氣喘發作時，進行常規胸部X光檢查 4

13
氣喘的確診不應沒有肺功能檢測做為依據，包含支氣

管擴張測試和／或支氣管誘發測試
5

14

指導委員會建議對於患有嚴重氣喘的成人及孩童，若

無特定的過往史、症狀和／或先前的檢查結果，僅可

在有非典型表象時，才可進行肺部高解像度的電腦斷

層掃描（HRCT）

2

備註：

a. 1-10題為過度處置項目、11-14題為過度診斷項目。

b. * 表示有多少資料來源有提及此相關之不建議醫療

    服務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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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認同度：

計算方式為同意人數除以總回答此題人數（同意＋不同意人

數），以0-1（0-100%）來表示，越趨近於1，表示越同意其

項目之建議內容；越趨近於0，則反之。

    (2) 與國際實際執行現況相符程度：

採用3分量表，分數為0-2分，0分為不相符、1分為部分相

符、2分為相符，分數越高表示其項目之建議內容與國內實際

執行現況越相符，分數越低，則反之。

    (3) 找出前五項低效益醫療：

由填答者依其專業知識作主觀判定，從14項中選5項應列入優

先改善的項目，最後依各項目的勾選人數多寡進行排名，排

圖3-3  問卷製定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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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在前5項者，則為國內最應優先改善之前5項目，若有項

目的勾選人數相同時，則依認同度高低進行排序；若認同

度也相同時，則考量改善幅度大小，依相符程度低至高進行

排序。

三、研究結果

經問卷調查結果得知（見表7-1），依「優先改善項目」之勾選人

數多寡來進行排序，其前五項目依序：順位第一為「不要使用長效β2
受體激動劑（LABA）來單獨治療支氣管氣喘患者」，共有12人勾選，

占63.2%；順位第二為「在成人氣喘患者中，如果疾病控制不好，則不

應單一使用長效β2受體激動劑（LABA），而應與吸入皮質類固醇合

併使用」共有10人勾選，占52.6%；順位第三為「若無同時使用吸入皮

質類固醇，則不要用長效或中效的支氣管擴張劑治療支氣管氣喘」，

共有10人勾選，占52.6%；順位第四為「指導委員會建議對於患有嚴

重氣喘的成人及孩童，若無特定的過往史、症狀和／或先前的檢查結

果，僅可在有非典型表象時，才可進行肺部高解像度的電腦斷層掃描

（HRCT）」，共有8人勾選，占42.1%；順位第五為「氣喘的確診不

應沒有肺功能檢測做為依據包含支氣管擴張測試和／或支氣管誘發測

試」，共有8人勾選，占42.1%。

若勾選人數相同時，則再以專家的認同比例高低來進行排序，因

此，國內專家建議應優先改善之前十四項低效益醫療服務之順序，依序

為（詳見表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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順位 不建議執行之醫療服務項目

優先改善

勾選人數

(%) 註1

認同度人數

／回答人數

(%) 註2

標準化相

符程度
註2

1 不要使用長效β2受體激動

劑(LABA)來單獨治療支氣

管氣喘患者)。

12 20/21 0.92

(63.2) (95.2)

2 在成人氣喘患者中，如果

疾病控制不好，則不應單

一使用長效 β2 受體激動劑 
(LABA)，而應與吸入皮質

類固醇合併使用。

10 21/21 0.97

(52.6) (100.0)

3 若無同時使用吸入皮質類固

醇，則不要用長效或中效的

支氣管擴張劑治療支氣管氣

喘。

10 20/21 0.90

(52.6) (95.2)

4 指導委員會建議對於患有嚴

重氣喘的成人及孩童，若無

特定的過往史、症狀和／或

先前的檢查結果，僅可在有

非典型表象時，才可進行肺

部高解像度的電腦斷層掃描

(HRCT)。

8 17/21 0.76

(42.1) (81.0)

5 氣喘的確診不應沒有肺功能

檢測做為依據，包含支氣管

擴張測試和／或支氣管誘發

測試。

8 12/21 0.61

(42.1) (57.1)

6 不要開抗生素給有支氣管炎

／氣喘的成人和有支氣管炎

的孩童。

6 8/17 0.59

(31.6) (52.9)

表3-2   國內氣喘不建議執行醫療服務之優先改善項目順序調查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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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腎上腺素(Epinephrine)：腎

上腺素皮下或靜脈注射可用

於治療無防禦性過敏休克

(Anaphylactic shock)及血管

性水腫，但不建議常規用於

氣喘急性惡化。

5 19/21 0.90

(26.3) (90.5)

8 處置：氣喘病人應避免在高

濃度細懸浮微粉(PM2.5)之
空氣品質(Air Quality Index, 
AQI)下外出。當下更不應該

從事高運動量的戶外活動，

造成吸入過量有害氣體。

5 19/21 0.84

(26.3) (90.5)

9 除特定臨床情況外，在氣喘

加重的成人患者中，若患者

能自行口服藥物，則不推薦

肌內注射皮質類固醇作為首

選給藥方式。

5 18/21 0.76

(26.3) (85.7)

10 儘量避免同時使用多種不同

形式的吸入器裝置，以避免

病患混淆用法。

5 17/21 0.84

(26.3) (81.0)

11 依目前證據，在疑似或診斷

為氣喘的病人，不建議依呼

氣一氧化氮濃度高低來處方

或停止吸入性類固醇的治

療。

5 17/21 0.76

(26.3) (81.0)

12 其他治療(Other treatments)：
鎮靜劑 (Sedatives)：不建議

使用，因會抑制呼吸。

2 14/21 0.82

(10.5) (6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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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不要於急性氣喘發作時，進

行常規胸部 X 光檢查。

2 10/21 0.47

(10.5) (47.6)

14 不要常規性為孩童胸部 X 光
診斷氣喘。

0 13/18 0.70

(00.0) (72.2)

備註一：

1. 21位中，有兩位未進行勾選，故予排除後剩餘19位進行計算。

2. 進行勾選之19位中，有兩位僅勾選3個選項。

3. 進行勾選之19位中，有四位僅勾選4個選項。

4. 此為複選題（至多五項），其百分比計算方式為有勾選此項目之人

    數／總填答人數。

5. 此順位是依據有勾選應將其項目列入優先改善之填答者人數多寡來

    進行排名，當人數相等時，則以認同程度較高者來排序。

備註二：

1. 針對有回答此題之資料進行分析，認同度以百分比計算，為同意人

    數／有回答此題者之人數，越趨近於1（100%），表示越同意。

2. 採用3分量表，分數為0-1分（0分為不相符、0.5分為部分相符、1分

    為相符），分數越高表示與國內實際執行現況相符。

四、研究討論與建議

調查結果顯示國內氣喘不建議執行醫療服務前五大項目（詳見表

3-3），關於第五名的項目「氣喘的確診不應沒有肺功能檢測做為依

據，包含支氣管擴張測試和／或支氣管誘發測試」，超過半數的填答

者認為此項目於認同度認為是應該要做到，但於國內相符程度的填答

卻顯示，國內的此項目相符程度就相對較低，由此可知，當前國內迫

切於氣喘領域不僅僅是需要特別注重過度使用（overuse）和不當使用

（misuse）的內容，更應包含了「應該做卻是沒有做到」也就是使用不

足（misuse）的問題以提升整體醫療素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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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次

順位
不建議執行之醫療服務項目

優先改善

勾選人數

(%) 

認同度人數

／回答人數

(%) 

標準化相

符程度

1 不要使用長效β2受體激動

劑(LABA)來單獨治療支氣

管氣喘患者)。

12 20/21 0.92

(63.2) (95.2)

2 在成人氣喘患者中，如果

疾病控制不好，則不應單

一使用長效β2受體激動劑 
(LABA)，而應與吸入皮質

類固醇合併使用。

10 21/21 0.97

(52.6) (95.2)

3 若無同時使用吸入皮質類固

醇，則不要用長效或中效的

支氣管擴張劑治療支氣管氣

喘。

10 20/21 0.90

(52.6) (95.2)

4 指導委員會建議對於患有嚴

重氣喘的成人及孩童，若無

特定的過往史、症狀和／或

先前的檢查結果，僅可在有

非典型表象時，才可進行肺

部高解像度的電腦斷層掃描

(HRCT)。

8 17/21 0.76

(42.1) (81.0)

5 氣喘的確診不應沒有肺功能

檢測做為依據，包含支氣管

擴張測試和／或支氣管誘發

測試。

8 12/21 0.61

(42.1) (57.1)

表3-3   國內氣喘不建議執行醫療服務之前五項（TOP 5）清單



85｜第三章｜改善低效益醫療――醫療端

另外發現，將各項目的認同度與國內實際執行現況之相符程度，做

進一步探討，經分析後發現，對於國內臨床醫療人員認同度高的項目，

其國內實際執行現況之相符程度卻是偏低的（詳見表3-2），平均分數

為0.61分，其中以項目七「腎上腺素（Epinephrine）：腎上腺素皮下或

靜脈注射，可用於治療無防禦性過敏休克（Anaphylactic shock）及血管

性水腫，但不建議常規用於氣喘急性惡化。」及項目八「處置：氣喘病

人應避免在高濃度細懸浮微粉（PM2.5）之空氣品質（Air Quality Index, 
AQI）下外出。當下更不應該從事高運動量的戶外活動，造成吸入過量

有害氣體。」之項目（如圖3-4），為最需立即改善之項目，專家的認

同度較高，但實際執行現況相符程度卻是相對較其他項目低的。

圖3-4  國內實際執行現況相符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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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小結

本研究之初探性研究，透過實證方法學，以及數個專業臨床指標平

臺的研究中篩選，並經由本中心之專業團隊共同研議後，發展出問卷，

並依其進行信效度問卷的分析，我們針對各種臨床氣喘治療的狀況進行

重要性、認同度等面向進行評估，進而找出前五項國內應優先改善之低

效益醫療。在其項目上，因國內並非有相關研究指標可供參考，因本議

題在我國尚未正式推展，此研究結果並未得到專家們的一致認同，而對

於現今的國內臨床指標上，我們期望能透過初步性研究，促使國內相關

臨床實證的研究的推行，並真正得對於我國有效益且能應用於臨床實務

上，除了需促進臨床醫療人員與民眾的醫病關係，提升國民的健康識能

外，未來我們也需要執行更多的相關研究並推廣，成就國內擁有更好的

醫療品質。

 

第五節　訪談實錄――醫療端（政策端）

為了近一步了解醫療端對「醫療資源浪費」的看法，以及共謀改善

之道，本訪談邀請相關政策執行單位之主管，進行深度訪談（IRB審查

編號N201808004）。

訪問者：

明智選擇或醫療資源的議題，雖然在國際上已經討論的沸沸揚揚，

但是在亞洲，包含國內，其實都比較慢，這是來採訪的緣由。這議題不

只涵蓋在特定的藥品、藥材、診療項目，還包含所有的醫療保健行為。

今天主要採訪三個題目，第一，大家對低效益醫療的看法為何？第二，

如果要找出低效益醫療，要怎麼找？第三，如果找到低效益醫療，該如

何去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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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現況分析──對低效益醫療的看法為何？

受訪者W：

關於對低效益醫療的看法，應該要先確認「低效益醫療」的定義。

以前曾經討論過「無效醫療」，「無效醫療」這四個字在健保法裡有該

文字， 但是在認定上和執行上非常困難，健保署為了「無效醫療」也

常被監察院要求做管理、做策略。我知道「低效」跟「無效」其實是不

同的，但是有些人的想法好像又很接近。不管今天要定義什麼，假設

要定義低效醫療，按照你們的定義，要考慮「它的益處」和「傷害的風

險」這兩個因子，以及做與不做有無差別。那麼，我的認知是，如果做

與不做沒有差別，就表示它其實不需要做，或者做了之後，傷害比益處

大，那麼可能認為低效或無效醫療。

現在的問題是，剛剛講這幾個因素需要評估，誰來評估？因為診

療項目，光是支付標準就有4000多項，再加上藥品、藥材，非常多的項

目。如果每個項目都要認定它到底有無益處、有無傷害、做與不做有無

差別，我覺得影響這個結果的因素，包含醫師的技術、醫師判斷使用的

時機，以及病人本身的病情。例如同樣的藥、同樣的診療項目，對有些

人可能有效，對有些人可能結果就不好。以手術來說，結果如果是不好

的，可能是術後病人的配合度，或者是病人在復原的過程中有一些不好

的因子干擾，導致病人最後的結果是不好的，但是這樣能否就判定這個

診療項目是低效或無效醫療，我覺得這可能會有很大的爭議。

即便是在特定的診療項目，還是會受到一些影響。例如開一個髖關

節手術，手術的目的是希望病人能恢復原來活動的能力，可是手術會不

會成功、是不是有效，剛剛講的因素其實都會影響，包括病人使用什麼

樣的特材、病人術後的復原能力，病人本身有沒有糖尿病等。又例如電

腦斷層掃描（以下簡稱CT），CT是一個比較高階的檢查，在很多情況

下我們也知道有很多浪費，以闌尾炎的案例來說，理論上在十幾年前，

幾乎沒有人會去照CT，但是現在有不少的醫院，把急診的急性闌尾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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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個案都照CT，導致這樣的結果就是因為醫院可以有收入，有時也因

此導致醫療資源的浪費。

另外一個就是現在的醫學教育，為什麼每個個案都要做，可能是

因為醫師的防禦醫療，我相信這是一個很大的因素。很多醫療行為，其

實可以不用做，但是為什麼會發生？就像為什麼病人要去醫學中心，因

為病人不信任地區醫院，他們認為去地區醫院或許可以得到治療，可是

治療的結果可能是讓人不放心的，又或者是沒有效率的，所以病人才會

想到醫學中心一次解決。我相信很多人是這樣的想法，包括剛剛提到的

CT也是一樣。因此，我認為造成醫療資源浪費的原因，有一部分是因

為醫療糾紛的考量，或者是財務的考量。

訪問者：

就著你們的想法，要怎麼找到醫療資源浪費。舉個例子，以品質校

正後生命年（quality-adjusted life-year, QALY）（以下簡稱QALY）來舉

例，假設五萬美金以下就可以買到一個QALY，那是便宜的，就被認為

是有效。但若要十五萬美金才可以買到一個QALY，那可能就太貴。

受訪者W：

在診療項目中，針對新的療法、新的醫療科技，有做HTA，新的科

技通常會比較貴，我們會評估到底QALY要多少錢，這有一定的標準跟

程序，確實有在看這個點，可是那是針對新增的診療項目。如果是現有

診療項目，就沒有做這個程序，因為現有的診療項目有的做很多年了。

新增的診療項目，現在在醫院做的人比較少，所以我們去得到相關成本

的一致性，可能比較高。可是既有診療項目，由於已經行之多年，量可

能也不少，每家醫院的成本可能會因為量，或者是相關成本的管控，而

有不同的成本。所以，那個部分恐怕很難去界定。那麼怎麼找出醫療資

源浪費？找出這個醫療資源浪費之後，可能會有一些措施。當然，以診

量項目說，就算找到一個醫療資源浪費項目，低效醫療不是無效，還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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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它的效果存在。所以，就算找到一個低效醫療的項目，頂多就是加強

管理，大概也不可能把它刪除。我們講的都是醫療的項目，都是專業的

東西，我們或許可以去做一些統計、分析。可是，問題是很多東西其實

涉及到臨床專業，不是幕僚統計一些數字後，就可以定義是否為低效醫

療。最後一關，還是需要臨床專業有共識。就像剛剛講的這些項目，如

果臨床專業有共識，就很容易不該做的就不做。

訪問者：

延伸的問題，現在大數據技術這麼進步，但是目前衛福部健保的全

檔資料，只涵蓋到2015年12月31日，而無2016年、2017年、2018年的全

檔資料以供分析，然而過度醫療的狀況，是一直在發生的，每天都有數

據產生。這是學界的申請的現況，假設健保署要研究，會有更即時的資

料可供分析嗎？

受訪者W：

健保署目前有一個資料庫，全名很長，簡稱叫作「網咖」，它可

以申請使用，現在已經是2018年，那個資料庫不可能是那麼久以前的資

料。這個資料庫不管是政府單位，或是學界，如果有研究目的需要使用

都可以申請，只是要收費。這個資料庫不是在衛福部，而是在健保署，

網路上有公開資訊。因為健保署不是研究學術單位，當然這個議題對保

險人的財務是有些好處，理論上來說，如果這個東西要研究，或許是企

劃要知道。我所知道的是，健保署目前並沒有主動去做這樣的事。

受訪者X：

應該是說，健保署的人力是有限的，像您提的這種計畫，多數會

採委託研究的方式。但是，從事後的資料庫來審視健保給付的效益跟資

料，這是有制度的。例如雲端藥歷，它可以節省重複用藥處方、重複的

CT，或MRI（核磁共振攝影）上傳等費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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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問題探討

      ──如何找出低效益醫療？是否有改善低效益醫療的建議？

訪問者：

第二個議題是怎麼找到醫療資源浪費，聽起來目前由醫療科技評估

（HTA）那邊，有新項目可以進來，可是沒有淘汰過時、不再適用之項

目的機制。

受訪者X：

低效益醫療要有一個明確的定義、誰去評估，以及評估出來後該

如何處理，因為這些問題會產生異議，我相信你們在做研究的時候，一

定也有發現是這樣。我相信衛福部提供這樣的計畫，一定是希望系統面

的提供，看能不能藉由這個計畫產出一套，例如說怎麼去定義低效益

醫療，這定義是大家都可接受的，並且跟國際上認知是差不多的。舉

一個例子，以前諾美婷（Reductil）要下市的時候，大家都覺得在科學

上、效益上，諾美婷其實有符合適應症（indication），可是後來下市的

原因，是因為做了原來在適應症（indication）就不建議用藥的人，用了

之後發現心血管的風險的確高出很多。可是那一群人本來就不建議使

用，就因為這樣最後就下市了，而且是全球的下市。諾美婷下市，沒有

人對臨床試驗的結果提出評論，因為大家覺得減肥最好的方式不是藉著

吃藥，而且這藥又對神經系統產生副作用，那個效益其實是不好的。後

來，有一個教授提醒我們：「你們這些標準身材的人都不知道胖子的痛

苦，有些人他真的不是不運動，他就是瘦不下來，他非得這樣。而且，

他有慾望難以控制，所以他得不斷地吃，他非得藉由暴力的方式，來抑

制他的食慾。」所以這個藥沒有用嗎？一個人的外觀絕對會影響他的表

現，所以這個教授就跟我說為什麼會有安慰劑（placebo effects）的問

題，所以不能說安慰劑無效、低效益，因為確實是幫助了這個病人，怎

麼重新回到社會上。他那一席話，我一直記到今天，也是快15年前的事

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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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在定義低效益、無效醫療的時候，我覺得還要考量文化的背

景，那個國家整個發展的狀況。我在看這個題目時，我覺得改善醫療資

源浪費確實是必要，尤其是對新的、昂貴的藥物，或者是醫療器材，確

實是需要有一個醫療資源浪費的界線。可是必須要有一個客觀、大家都

可以接受評斷的論述。那個論述，我本想在你們的研究裡，藉由國際上

用的方式，大家都是比較可以接受的，這樣的評估方法出來，普遍的人

都會同意這樣的方式是可以評估低效益，或者是無效的醫療，不管是診

量項目，或者是藥品、醫療器材。因為現在就是沒有，所以衛福部才會

委託這個研究來做。

訪問者：

這個標準是浮動的，以國內生產毛額（gross domestic product, 
GDP）（以下簡稱GDP）來看，GDP表示消費能力，全世界每一個社

會的GDP threshold（閾值）不一樣，其實那個論述，應該要有我們自己

本土的論述，因為歐美富庶國家的論述，跟國內應該是不一樣的。若要

能夠形成一個強而有力的論述，會需要很多的人進來討論，例如專業團

體。

受訪者W：

因為醫療科技一直在增加，一段時間就有新的項目出來，這些新

的項目的流程，健保署有委託財團法人醫藥品查驗中心（The Center for 
Drug Evaluation, CDE）（以下簡稱CDE）在做，CDE做完，HTA進行

評估，還有專家會議，因為國內沒有獨立的專業團體，我是指公正人士

的專業團體，不偏醫界或是沒有在經營醫界的團體。健保署兩年一聘，

聘臨床的醫療人員、各科的專業醫師，針對CDE評估的結果來做判斷。

CDE評估的結果，就是以經濟效益與療效來做研究，但是對於臨床專業

有時想法不盡相同，意思就是還有一段臨床專業的把關。回到剛剛提到

的，只有針對新的診療項目，對舊的診療項目是沒有辦法執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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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訪者X：

高科技、新醫療科技一出來後，要求健保馬上給付，是不太可能，

通常都是讓市場、在臨床上使用幾年，評估它的療效，這時HTA就會介

入，那個評估報告就會達到專家會議、共擬會議，並討論如何給付。所

以現行來說，新的診療項目會這樣做。舊的診療項目已經做了一段時

間，通常是在共擬會議的時候，在某項目給付半年、一年或兩年之後，

就要再評估它的效益到底如何。這種通常會像我剛剛講的，因為它是一

個項目、一個項目產出的，所以就會用委託專業研究的方式。例如：

2018年委託醫策會執行骨科、骨材在臨床上使用的效益評估，把骨材整

個手術裡，包括人工性關節、脊椎或其他在骨科會用到的給付，找出哪

些是屬於臨床端在給付上的問題，哪些是使用端的問題，進一步評估可

能會產生的衝擊，建議如何改善，整個都包括在這一個計畫裡。至於醫

策會的性質，比較像處理流程的後端，因為健保署已經給付，而且給付

的年限不太一樣。有的三年，有的五年，有的已經十年了。可是整體，

就是骨材裡面，包括健保有給付的、自負差額的，全部都盤點，然後做

一個臨床效能的評估。評估後，它（醫策會）要提供建議，有的可能只

是修一下給付的規定，有的可能會刪除，並考慮刪除後會不會導致臨床

上病人需要，卻沒得用的情形。對財務的衝擊面可能會有哪些影響，會

節省費用，還是增加費用，這整體都包含在計畫裡面。這需要有處理機

制，只是那個機制是用委託研究的方式。

委託研究項目的選擇，會優先採取外界比較關注的，例如最近媒體

一直在報導的、監察委員一直在調查等議題。醫美本來就沒有在健保的

給付裡面，可是有些東西其實是跨到兩邊的，因為醫美是一個很籠統的

概念，美容跟術後重建很難切，所以中間有一些東西會重疊，這個也會

列入考量。再者，就是財務，例如心血管的塗藥支架，過去給付了好幾

個塗藥支架，如果看到新的，就會跟過去既有功能先比對，比較後發現

新的雖然比較貴，可是效益比過去好，可是不能單看廠商提供的資料，

這些都會列入產出研究計畫的來源。然後，還要考慮到委託研究計畫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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費有多少，假設只有兩百萬，不太可能做全部的盤點，需要排定優先順

序。

訪問者：

相關組織結構裡，有沒有這樣功能性的人或小組，來做像您剛剛提

到媒體關注的事、評估價格等等。

受訪者W：

政府機關不會有這種組織，都是在業務單位。如果講的是藥的問

題，就是業務單位，如果是講診療項目的問題，就是健保署。如果需要

分析、研究，那個項目所屬是哪個業務單位，沒有一個任務編組是專門

做這樣的事情。

受訪者X：

包括政策的研擬，像您講的有沒有單位可以來幫健保署做這一塊？

沒有。這些全部都仰賴業務，都是在業務科，至少是科長，或者是中階

主管，每年在編預算，或在編後年預算的時候，要做什麼就要先提，要

去思考職掌的業務裡有沒有哪幾個準則（criteria）覺得很迫切要做，例

如說人工水晶體，最近聯合報又報導，為什麼醫院都會鼓勵用自費醫

材？人工水晶體的自費價格，從一萬到十幾萬。健保署也覺得這個對

民眾是有影響的，就會考量如果經費可以，是不是做個價量的研究。

這個都是從業務出來的，沒有一個特殊的單位。如果要請外面的單位

來幫健保署，或者一個中立、客觀的單位來協助，其實也會有它的難

度，因為太專業了，給付有給付的專業，包括衛生福利部食品藥物管理

署（Taiwan Food and Drug Administration, TFDA）（以下簡稱TFDA）

也是。所以我覺得最有效的，還是從業務職掌單位處理這樣的課題

（Issue），才能應付需求。

受訪者W：

剛剛講的委託研究，因為一直會有新增項目，所以預算幾乎是每年

編列，每年執行。剛提到如何挑選項目，通常是有人建議新增的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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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現在最夯的就是達文西手術，達文西手術實在是太多了，如果全部列

出來，大概有四、五十項，當然有些其實沒有效益。舉一個例子，用達

文西手術做子宮肌瘤的切除，聽起來好像很好，因為它出血少、傷口

小、恢復快，但是一個達文西手術光是耗材就將近二十萬，在討論過程

中，就可以看出醫界也是有合理的意見，不會只是為了賺錢。子宮肌瘤

是屬於淺層的手術，達文西手術的效益，是要發揮在比較深層的手術，

所以它用在淺層的手術，其實是不符合效能（efficient），所以沒有同

意。雖然與腹腔鏡手術、傳統手術比較之下，它（達文西手術）確實是

有一點點好處，可是問題在於需不需要。類似這樣，是有一個機制、程

序在處理。我想問，你們剛剛有提到篩檢，其實我有一個看法，有些東

西的篩檢，不是只有講這些，例如健檢中的低劑量電腦斷層掃描（以下

簡稱low-dose CT）篩檢肺癌，是否為醫療資源浪費，就受到廣泛的討

論。

訪問者：

最近國際上也有一些議題，包括過度診斷（over diagnosis），或者

叫做過度用藥（too much medicine），例如甲狀腺癌的篩檢，可能會產

生了很多焦慮，造成傷害多過於效益，這個部分也是最近國際上重要的

議題。

受訪者W：

這個計畫明年若還有，我建議可以更深入去研究，尤其是你們講到

的篩檢。現在大家都一直講基因檢測，我覺得基因檢測也是一個醫療資

源浪費的項目。

訪問者：

最近國際上，也在討論基因檢測對於人體是不是「過度檢測」

（too much detection），或者相對來說是一個「過度用藥」（too much 
medicine）的流程。在目前討論的議題中，如何產生一個流程，幫助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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們找出低效益醫療，今天各位的意見，對我們來說非常重要。

受訪者W：

我會講到健檢這件事情，就以剛剛提到的low-dose CT來說，其實

醫界也有兩種意見，一些人認為不贊成用它來做篩檢，但我們有同仁因

為做了low-dose CT，發現他是零期的肺腺癌，就治療好了。對這個人來

說，其實就是100%的效力。

受訪者X：

我分享一個例子，卡馬西平（carbamazepine）用藥，它可能產生

史蒂文斯-詹森綜合症（Stevens-Johnson Syndrome, SJS） 的誘發毒性

（induced toxic），它確實是很嚴重沒錯，後來國內研究顯示，HLA-
B*1502這個基因（allele）可能跟風險性是有相關的，可是事實上也看

到有一些病人，其實他不帶有HLA-B*1502這個基因（allele），可是當

時後來為什麼健保也是給付了，健保去給付這個檢測，當然首先是因為

科學證據高出這麼多倍的風險，它不是只有效益上的問題，因為藥害

確實存在，國內有一個藥害救濟基金會，它做一些評估，後來藥害救

濟的案例裡，確實也看到這個藥所誘發的史蒂文斯-詹森綜合症是毒物

（toxicant），這個嚴重不良反應幾乎高居不下，都在前一、二名，每

年都有不少的錢，在給付因為這個用藥而導致風險的病人。它有種種因

素，最後才被放進去，建議醫師如果要用這種藥開處方時，先做檢測。

可是也有醫師認為根本不用檢測，就是不能開給病人慢箋（慢性病連續

處方箋），不能太久才回診，因為病人只要有皮膚症狀，通常都是很快

的。以實際的觀點來看，就是三天回診一次，剛好符合健保給付。三天

用藥後回診，醫師觀察沒有症狀，再給三天治療，也許三天之後，也不

用再吃藥了。如果還要再吃，吃完後最多一、二週有症狀就會跑出來

了，只要有症狀立刻停藥，因為它的代謝率很快，所以停藥之後二、三

天就代謝完。過敏的反應就是這樣，過敏原拿掉，過敏就好了。所以，

是否花一千多元去檢測，這是一個值得討論的議題。然而，這會取決於

很多醫師，因為醫師會覺得檢測後比較安心，病人也會請醫師檢測，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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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事實上不檢測會影響決定嗎？常規來說是不會的，這個檢測的費用是

多付的。所以，我覺得如果要定義，不能單純從科學角度，其實是要全

面的觀點去看，包括病人的狀況、社會文化、每一個人的醫學教育養

成，這些因子，其實社會因素是要納入的，之後再看國內適不適合這樣

來定義、檢測、治療、診斷。

受訪者W：

關於怎麼改善，其實健保署本來就有一個機制在做，經由討論，如

果覺得不適用，其實用行政的方式，就可以改善。

受訪者X：

討論完後可能是修給付規範、限縮，想辦法看是否有替代的，藉由

教育訓練，或者是放在虛擬私人網路（VPN）的提醒，或者傳遞給每一

個處方的醫師，提醒一些避免發生的事情。

受訪者W：

你剛剛有提到現在有很多的診療項目，醫療資源浪費這件事情，用

統計分析的方法去了解，它是不是醫療資源浪費，但是一年的服務量有

這麼多，我不曉得是不是用某種統計的方法，就真的能找出來。此外，

病人需不需要治療處置、檢驗檢查，真正知道的是醫師。如果大家都是

不需要做的就不做，不需要用的就不用，不需要吃的就不吃，我相信我

們醫療的費用會控制得非常好。可是就不是這樣，我覺得單靠數據有點

困難，因為這是一個主觀的論定。有些醫師認為：「只要是我的病人需

要，我全部都做。」你也沒辦法說他錯。

訪問者：

如何找到過度醫療及過度診斷呢？

受訪者X：

我覺得仰賴大數據，只能基礎的定義哪些問題需要進一步再釐清，

真正要去確認它是不是屬於低效、無效，或者是不必要，還是要有一個

完善的研究來佐證。大數據只能看到一些端倪，後面還是要透過學者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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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比較嚴謹的試驗，去找出懷疑的原因的相關性，到底是不是存在。因

為影響的不僅是健保要避免浪費、節省健保資源，真正的醫療資源還包

含整個大眾社會的醫療資源，也就是健保沒有包含的那一部分，當然那

一部分不多，可是存在醫院的管理階層是不少的。我相信真正的節省，

應該是連那一部分也要節省。

受訪者W：

你們有一個項目是「不建議健康的年輕人，在手術前進行常規性胸

部X光檢查」。這樣的論述，在以前恐怕沒辦法對醫院要求，可是現在

因為有雲端藥歷（medicloud）可以查詢，醫療院所可以知道這個病人

在過去一段時間內有沒有做過X光檢查，只要有做過的話，其實就不需

要做。

受訪者X：

這還是要尊重醫療專業，如果醫師覺得他有重複照X光的必要，當

然還是可以開醫令（order），可是30天之內要再做重複的檢查時，一定

要重新確認，病人確實沒有做過檢查，再開指令，或者是做了發現影像

不清楚，沒辦法反映出問題。因此，有無調閱過影像紀錄，確認病人在

30天之內做過檢查，這一件事情已經放在整個系統的設計裡，利用系統

來做把關。

受訪者W：

我覺得某種程度上也不排除，其實臨床上有些檢查是民眾要求的。

如果要改善這件事情，恐怕沒有辦法先訂出一套標準，因為它是隨時在

發生交錯的一個概念。其實醫師養成過程的教育，以及民眾的教育，二

者都非常重要。關於醫師養成的教育，數年前我們看過一個報導，以前

衛生署副署長黃富源，他是一位資深的小兒科醫師，他檢查病人只靠聽

診器、還有觀察能力，就能診斷。現在年輕的醫師，有這種素質的養成

是非常重要的，如果這個部分可以做得很好的話，其實很多醫療資源浪

費的事，就不會發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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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具體規範／採取措施

      ──誰（或單位）應該共同討論改善低效益醫療之議題？

受訪者W：

關於要找誰來共同討論這個問題。健保署的主管機關――社會保險

司（簡稱社保司）是主責去解釋健保給付範圍的單位。

訪問者：

在英國有國家衛生局（The National Health Service，以下簡稱

NHS）、NICE，但是國內好像沒有哪一個機構像NICE的角色。

受訪者X：

英國的NICE是協助英國的衛生主管機關，做保險給付制度之前的

評估。就國內而言，從頭到尾都是健保署統包，廠商向健保署申請、

醫院也向健保署申請診療項目。但是，健保署會有一些協助，就是剛剛

提到HTA，目前也委託一部分給財團法人醫藥品查驗中心（Center for 
Drug Evaluation, CDE），剛剛提到新的診療項目、新的科技，都需要經

過科學評估。所以，這一部分目前是以委託的方式來支持。您剛剛提到

制度面上有無一個像NICE的機構，國內其實還沒有成形。衛福部當初

為了解決C肝的治療問題，成立了C肝辦公室，這個C肝辦公室，也幫健

保署做一些療效跟財務衝擊的評估，再由健保署來做整個政策的決定。

所以您說沒有，其實它是有的，只是制度設計上不太一樣。

訪問者：

有兩個部分，一個部分是研究單位的獨立性，為什麼要分NICE跟

NHS，他們假如連在一起，其實意見很難形成。第二個部分是研究計

畫，我們在執行研究計畫有一個痛苦，就是研究助理是有任期的，並不

是常態性的，像這樣一個非常需要知識的工作，其實需要很高階的工作

人力，長期堅守岡位。如果不斷訓練、又不斷流失，不可能做的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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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訪者X：

這些都是CDE跟HTA的問題，包括TFDA委託他們臨床試驗都是這

樣，可是我覺得國家的整體制度面不在我們今天討論的範圍。健保署把

這些機構當左右手用，他們的人是常態的留住，還是流動翻轉率很高，

那就看機構的體制。現在很多都是這樣，包括藥害救濟基金會、CDE，

以及好幾個財團法人，其實都是類似的功能性，就是要輔導政府機構

去做他們原來的人力做不到的事，可是又是屬於業務面該做的事情。

我覺得運作這麼多年下來，獨立性是有的。所以，CDE慢慢地成長，

藥害救濟基金會也成長，其實制度上，就國內而言，我們的資源畢竟

比較有限，而且我們的健保又跟國外不一樣，就是單一付款人（single 
payer），又是綜合的（comprehansive）什麼都要顧到。在這麼資源有

限的情況下，比較難再用經費成立另外一個HTA，但是它必定是在這個

制度裡不可少的。所以，不管是剛剛提到的診療項目，或者是藥品、醫

療器材，健保署還是會有HTA來協助他們。

 

第六節　訪談實錄――醫療端（學界端）

學界的研究及見解，會影響政策之方向。因此邀請本議題相關之研

究學者，進行深度訪談（IRB審查編號N201808004）。

一、現況分析──對低效益醫療的看法為何？

「分級醫療」是提升醫療效益的重要方法

建立急性後期醫療（Post-acute Care, PAC），減輕急性醫療的負擔。

受訪者Y：

關於醫療資源的過度使用，比較常被提到的就是社會性住院

（social admission）。此時病人已不需要急性醫療，他可能需要急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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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期醫療，或是長期照護醫療（Long-term Care, LTC）（以下簡稱長

照）。然而長照的推廣尚未完備，因此有許多病人不想離開醫院，或者

他們覺得留在醫院比較有保障，事實上，不需要占用急性醫療資源，這

就導致「社會性住院」。

這個問題我們從很多年前就注意到，最早是在民國89年，那時使用

呼吸器的病人，很多都住在加護病房（Intensive Care Unit, ICU），甚

至把加護病房占滿。事實上，病人可能不一定需要住加護病房，這就使

真正需要的人沒有病床。所以後來就有呼吸照護中心（Respiratory Care 
Center, RCC）、呼吸照護病房（Respiratory Care Ward, RCW），後面還

有居家醫療規劃（Home Medicare Program）這一系列的推廣。

此外，醫療資源的過度使用也出現在精神病醫療上。精神病人的分

級照護分為一至五級，病人接受急性醫療後，可轉移至「康復之家」、

「社區居住」或「居家治療」。然而，一方面長照尚未發展健全、社會

福利系統不完備，另一方面，病人家屬不願意接納病人回家，導致病人

雖可轉移至「社區居住」或「居家治療」，卻還是選擇繼續留在醫院或

康復之家。在做長照保險規劃時，與心理及口腔健康司、健保署分析病

人的狀況，我們發現其實許多病人能夠自理，他們甚至不需要長照，只

是需要一個居住的地方，真正需要長照的人，其實比例很低。我們用長

照的標準來看「康復之家」，發現裡面的病人有很高的比例也是連長照

都不需要，健保署才恍然大悟，原來健保竟然在支付連長照都不需要的

病人。（康復之家和精神社區復健皆由健保支付。）

嚴格審核住院適應症

受訪者Y：

還有一點值得留意的是，國內的健保比起西方國家，特別是比起

美國，對住院的條件不是很嚴格。在美國住院的病人，一定要先經過入

院前複查（Pre-Admission Review），如此便能有效過濾不需要住院的

病人。國內的住院則取決於醫院是否可以收治，接下來可能有同步審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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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current review）、回顧性再審（Retrospective Review），至少同

步審查可以讓那些不需要繼續住院的人出院。雖然國內的健保法規定，

對於急性病房住超過30日的病人，其所需負擔的比率會上升。可是我們

對病人本身很少定條件，病人就會這家醫院住一個月，再轉移到下一家

醫院住一個月。

還有其他項目，例如復健。復健是屬於長期性的，在國外的復健，

無論是物理治療或職能治療，大部分都有設限。相較於國外，國內是沒

有設限的。類似這種，在規劃二代健保時就有討論到，應該要針對這些

比較無效益的醫療做節制。跟國際比較起來，國內醫療資源浪費的情形

可能更嚴重。 

二、問題探討

      ──如何找出低效益醫療？是否有改善低效益醫療的建議？

改革「支付制度」是改善過度醫療的根本

受訪者Y：

當我們談到過度醫療，就要重新評估健保一年支出六、七千億，

其中所提供的給付到底有沒有效益。在二代健保那時候的規劃，特別把

「給付效益」當作重點，因為當時發現有一些給付其實是低效益的。

為了提高給付效益，當時提出的建議分成三個層次。

一、大層次：給付項目。例如：牙醫、中醫要不要納入健保？但這

是沒有絕對準則，要參考病人的需求，目前較難走到這一步。

二、中層次：適應症（indication）。某些類別的藥品與醫療，對病

人而言是沒有幫助的，或者病人採取自我護理即可，那就可以將這類別

刪除。例如：一般感冒沒有明顯的病毒感染，就不需使用抗生素治療。

三、小層次：醫師判斷。就是對個別的病人來設定。

第一層（大層次）：給付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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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訪者Y：

第一個層次是給付項目。大部分的給付項目都是其來有自，以前

公保、勞保有給付，健保就給付，並沒有評估給付項目裡面有哪些是有

效益，或是沒有效益，更別提適應症（indication）了。相較於日本，日

本也是採論量計酬制，他們的給付條件比我們清楚多了，他們的支付標

準表厚厚的一冊，裡面的適應症（indication）比我們清楚。以目前的情

況而言，很多新藥、新科技雖然已經用了多年，但是到現在都還沒有成

為給付項目，很多都還是自費。可是，那些醫療應該是有成本效益，是

可以納入健保成為給付項目。而之所以無法納入健保，是因為我們很

少去檢討，這七千億到底有哪些是應該刪減的項目（delisting），哪些

是應該增加的項目（listing）。我們每一年都在討論這七千億要成長多

少，然而其中不到一百億使用在新科技上。因此，關於給付項目，我們

不僅要增加項目（listing），也要刪減項目（delisting）。荷蘭很早就開

始刪減項目，起初沒有很成功，但他們發現有一件事很重要，就是要不

斷的教育民眾、以及醫師人員。雖然一開始能刪減的項目很少，但是慢

慢地就越刪減越多。因此，我們應該要開始評估，哪些項目是應刪減

的。首先，我們可以根據20/80法則，也就是20%會影響到80%的費用，

根據重要性逐一來處理，我覺得那個是應該要開始，是在整個增加項目

（listing）的部分。事實上，低科技的過度醫療，有可能因為總量大，

其浪費不少於高科技的過度醫療。

第二層（中層次）：適應症（indication）

受訪者Y：

第二個層次是適應症（indication），我想你們參與的明智選擇運動

比較是在適應症（indication）的部分，就是列出國內前五項不建議執行

醫療服務的清單，那個方向是對的，先找到國外已經在推廣的策略，不

管是明智選擇運動（Choosing Wisely），或者是現在美國有一些州在做

「健康浪費計算器」（health waste calculator），還有英國NICE這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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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覺得我們都可以跟進，但是接下來應該要建立自己的制度。國內有優

良的健保資料庫，我們可以利用過去大數據的分析，按部就班的針對目

前影響比較大、價值比較大的部分，甚至是會影響品質的部分，逐一的

來檢討，建立自己的清單（list）。

第三層（小層次）：醫師判斷

受訪者Y：

第三個層次是醫師判斷，醫師的影響力是最大的，畢竟是他們在開

處方。而當支付制度改革後，醫師就有誘因去刪減多餘的浪費（trim the 
fat），因為大約四分之三的決策，都是由醫師的專業判斷決定。因此，

醫師跟醫院改變觀念才是重點，否則再怎麼規定，如果沒有人遵守，

也無法發揮作用。我舉早期的例子，當我們改變支付制度，實施論病計

酬制，就使醫師減少醫療資源耗用，藥物大概減少15%，住院大概減少

30%。

因此，從支付制度進行改革，才是改善醫療資源浪費的根本。早先

是採論量計酬的支付制度，但當論量計酬制走向診斷關聯群（Diagnosis 
Related Groups, DRGs）（以下簡稱DRGs）這種包裹式支付（bundled 
payment）的制度時，就使醫師跟醫院開始改變觀念。此外，這種包裹

式支付，不僅適用於高科技醫療，也適用於低科技醫療。美國很早就

看到這個問題，他們於1983年實施DRGs之後，病人都從住院往門診轉

移，於是他們在2000年，開始在門診實施論病例計酬（Ambutory patient 
group, APG），就是門診的包裹式支付制度，使醫療資源浪費減少很

多。目前，DRGs在國內的住院還沒有實施的完全，更不用提門診。然

而，門診的醫療浪費其實是最多的。

新的制度需要組織重整，根據所實施的制度，來重新規劃組織、人

才、工作項目，把這些計畫訂下來，再做分工。以之前實施的總額支付

為例，當時因為要推新的制度，健保署就成立「總額支付委員會」。然

後，到了實施二代健保的時候，就成立了「共擬會議」。在審查部分，



104         低效益醫療評估研究：改善政策之探討

讓專業團體參與，例如醫師公會、醫院協會或中醫師公會等，從這些團

體中推派一半的人來擔任審查人員。

先建立計畫，健保署和衛福部要重新分工，討論的部分，以過

去的經驗可能是靠社保司，就是以前是健保小組，社保司跟健保署一

起討論。其實因為已經改為健保「署」了，跟以前不一樣，健保署有

決策的功能，需要做規劃。他們現在其實都是在做個案管理（micro 
management），因為是論量，所以就只做個案審查，然後決定個案合不

合理。我想以醫師觀點，哪有任何一個醫師，連病人都沒看到，就能去

判斷另外一個醫師的決定適不適當，所以很難判斷個案。健保署需要建

立系統分析，若清楚以後，就可以應用在前面，包含項目給付不給付、

訂給付條件、訂適應症（indication），然後接著下來有審查，事實上，

行政審查可以過濾掉很多，因為健保署有很多工具。例如利用「不予支

付指標」來有效管控醫療使用，假設有醫療院所重複申報子宮切除、拔

牙齒等醫療費用，健保署可以利用電腦來進行資料分析，馬上就能查出

該醫療院所的醫療使用異常。

訪問者：

我以為個案（micro）會超過健保署的層級，例如施打流感疫苗或

癌症篩檢（screening），這和國民健康有關，但是它不是健保署的範

疇，而是國健署任務，所以好像這整件事情的改善，需要更高層級來考

量。

受訪者Y：

涉及給付是衛福部，但是給付條件可能是由健保署制定的，所以

這兩個單位應該要分工。這需要一個整體的計畫，之後各負責不同的事

情。比較涉及剛剛第一層的給付項目，那個當然是社保司，但事實上，

給付部分的討論常常是由健保署發起，只是最後可能是由社保司公告。

基本上，由於社保司的人力有限，因此會由社保司負責政策面，而健保

署負責執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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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在健保的財務面臨挑戰，要達到財務收支連動，可能的處理

方法有二，一是調降給付，一是提高健保費率。其中，比較可能的作

法是提高健保費率，因為調降給付的標準是不合理的，該付給供應端

（provider）的費用還是要付。如果財務收支失衡時，健保署必須提出

財務平衡的方案，以及支援配置的方案，支援配置方案，會涉及到給付

項目和給付條件，健保署要將這些方案提到健保會議去審議。

衛教民眾如何聰明就醫，也是改善醫療資源浪費的方法

受訪者Y：

衛教民眾如何聰明就醫，也是改善醫療資源浪費的方法。歷來所有

的報告，無論是二代健保報告，還是二代健保檢討小組報告，都有提出

這個建議，就是健保署要衛教病人，讓病人有正確的就醫識能。剛剛有

提到四分之三是由醫師做決策，而剩下的四分之一就是病人做決策，病

人的決策包含他是否要就醫、他要去哪裡就醫等等。因此，病人有健康

的識能是很重要的事。

國健署對於健康意識、衛教等這些會比較積極，以糖尿病為例，糖

尿病屬於疾病，也不是國健署的業務範圍，那時候是「保健處」（國健

署以前的名稱）先建立糖尿病的共享護理模式（shared care model）。共

享護理模式包含病人的自我照顧（self care management），也就是現在

的「聰明就醫」，就是讓病人知道要如何自我照顧、如何選擇醫師、建

議病人參加病友團體，然後透過病友團體，他們可以互相支持，彼此分

享就醫的資訊，找到好的醫師。當時這些健康識能是由國健署發展的，

之後他們在推廣的時候，因為不是很多人做，後來我們建議國健署用論

質計酬，也鼓勵醫院這麼做，因為有財務誘因，所有的縣市都加進來一

起做。由於現在慢性疾病盛行，於是去年也建議國健署，不要只著重在

單一疾病。現在他們在做多重慢病，他們有試辦計畫，希望能夠將整個

多重慢病的管理提高品質，並建立典範，再仿造醫病共同決策（SDM）

的模式推廣出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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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保署與國健署，都需要照顧到多重疾病的照護品質，但主要是健

保署的業務，因為那是屬於疾病的部分。他們要合作，並且由國健署發

起，因為他們過去有糖尿病、慢性腎臟病、心臟血管疾病等，幾個單一

疾病的疾病管理經驗，而健保署通常對於專業的照顧，比較沒有發展方

案的經驗，健保署是比較偏向處理財務事宜。因此，國健署可以協助健

保署，用公預算把這樣的計畫發展起來，然後再來看有哪些部分是健保

可以應用財務誘因來鼓勵的，變成一個標準的作法。

去年，國際醫學期刊Lancet，刊登一篇評比世界各國衛生醫療水準

的論文，涵蓋了1990到2015年 [61]。臺灣在高度發展國家中，健康照護

品質排名第45名；評比結果引發各界關注，當中不乏檢討我國醫療體系

的聲浪，這個評比引起大家的注意，裡面最重要的其實就是「慢病管

理」。慢病是一個大問題，國健署非常積極，雖然那一部分其實是跟健

保署比較有關，但是國健署也有警覺，因為在國健署的部分是前端可以

預防的（preventable），健保署是服從的（amenable），兩個其實是相

輔相成。因此，國健署與健保署有一些溝通，他們談的結果就是，現在

先從基層醫療開始，有一些試辦計畫。

我們從政策端還是有改善的方式，需要落實這些政策。對藥品後市

場（post market）的效率、有效性以及成本，來進行評估。

三、具體規範／採取措施

      ──誰（或單位）應該共同討論改善低效益醫療之議題？

受訪者Y：

之前黃煌雄監委對長期呼吸器依賴、洗腎、以及葉克膜等等的醫療

資源使用，進行一些討論，他帶出一個風氣，使大家開始注意醫療資源

浪費的議題。當時，特別在呼吸器的部分很有果效，可能你們在醫院都

有感覺。藉著研討，來帶動醫界對議題進行關注，並使病友團體能夠一

同參與，是很有益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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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在國內有共同擬訂會議，包含藥品、醫療、醫材這三個部

分，是由付費者與醫師團體共同擬訂，付費者是由健保會委員代表以及

學者專家組成。其中，病友可以參與藥物給付項目及支付標準的共同擬

訂會議，現在病友比以前積極了。

幾年前，二代健保特別強調民眾參與，所以當時陽明大學協助中華

民國開發性製藥研究協會（International Research-Based Pharmaceutical 
Manufacturers Association, IRPMA）辦了很多次的病友的座談會，希望

讓他們能對給付這件事更關心。剛開始病人團體比較關心要納入的給付

項目，比較不關心要移除的給付項目。藉著宣導，讓大家認識到，有些

已納入的給付項目，有可能是無效益的，大家會漸漸接受移除給付項

目。

最近十幾年在做醫療科技評估的時候，越來越強調病人的參與，整

個世界潮流都是這樣，國內也到這個時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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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四 章   

改善低效益醫療――病人端

    （陳可欣、陳杰峰）

第一節　前言

醫學知識與健康照護體系不斷進步，在疾病治療及照護上也有創新

性突破，醫療新科技的開展，使民眾多抱有「獲得越多醫療越好」的觀

念 [1]，但隨之衍生的問題，則是民眾可能接受非必須、甚至對身體有害

的醫療或照護程序等問題。

舉例來說，葡萄糖胺和軟骨素的使用對骨關節炎症狀（如疼痛）的

減緩，並沒有明顯效益作用 [2]，但卻造成民眾額外的金錢支出。其次，

針對沒有臨床症狀、健康的成年人實施低劑量電腦斷層掃描篩檢，導

致輻射暴露增加，長期累積下來的致癌風險卻令人擔憂 [3]。第三，學者

Cevoli對頭痛病人藥物濫用治療的研究指出，嚴重頭痛的病人中，無論

使用何種治療方式，在戒斷的前五天，戒斷頭痛症狀都會顯著減少，

但在計畫結束時，長期依賴頭痛藥物並不優於使用安慰劑的病人 [4]。最

後，以攝護腺特異抗原（prostate-specific antigen, PSA） 進行前列腺癌

篩檢，確實能提高診斷前列腺癌的概率（likelihood），但大多數前列

腺癌發展緩慢，例如一位男性於50歲時被診斷為前列腺癌，醫師宣告還

有70年可活，換言之，這名男性病人必須先活到120歲，才有可能死於

前列腺癌，但該名男子可能在80歲時，已因心肌梗塞而結束生命，在此

案例中，前列腺癌有無被診斷出來，完全不影響病人的壽命長度，反而

讓該名病人整天提心吊膽。因此，「常規進行」PSA篩檢，並沒有達到

「早期診斷、減少死亡」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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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Howard Brody博士在新英格蘭醫學雜誌（New England 
Journal of Medicine）呼籲美國的醫學專業學會提出低效益、對民眾無明

顯益處的檢查或治療程序，並選出前五名（The Top Five List）不建議執

行的醫療事項 [5]。隨後，美國內科醫師學會基金會於2012年美國發布明

智選擇（Choosing Wisely）運動（American Board of Internal Medicine）
[6]，旨在促進臨床醫師與病人間的對話，避免病人接受非必需或有害

醫療照護。延續Howard Brody博士的理念，醫療提供者被要求選擇其專

業領域中必要性需被質疑的常見醫療程序（Things Providers and Patients 
Should Question）與病人討論，並以這些不建議執行的清單列表，做為

「明智選擇」活動的正式建議名單（Choosing Wisely List）[7]。

本研究團隊於去年「醫療資源使用之效益評估：低效益醫療之探

討」議題，以實證為基礎的初探性研究，透過訪問國內臨床醫療人員的

意見，針對各建議項目的重要性、認同度、與國內實際執行現況相符程

度等面向進行評估，進而找出五項國內應優先改善的低效益醫療服務

（詳見第一章表1-1）。

目前大多數的建議項目，還在尋求專家們的認同，然而，將實證資

料應用在臨床實務上，與政策、醫療專業人員、學界及病人環環相扣，

因此，本章將透過對病人端質性訪談，從病人的觀點更深入的了解低效

益醫療的見解，並針對問題進行改善建議。

 

第二節　文獻探討

為促進民眾自我照顧健康行為、提升醫療服務的有效利用、減少醫

療成本、並增進醫療照護的品質與成效，許多歐美國家已將提升民眾健

康識能（Health Literacy），或稱為健康知能、健康素養、健康試讀或

健康認讀等，以促進醫病共同決策，訂為未來健康照護政策的主要目標 

[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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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低效益醫療與病人參與

要改善並減少低效益醫療，必須挑戰根深蒂固的就醫行為及做

法，臨床醫師和病人需要合作 [10]。由美國內科醫師學會基金會（ABIM 
Foundation）倡議的明智選擇（Choosing wisely）活動，即是一項促進

臨床醫師和病人之間的對話，來幫助病人選擇具科學證據支持、不重

複、免於傷害，以及確實必需的照護，而實際行動則由專業組織來選擇

其領域中常見、且必要性應該受質疑或討論的檢查或程序，將其製成明

智選擇名單，並視為「醫療提供者和病人應該討論的事」[6]。

病人的參與對於改善低效益醫療非常重要，因為與專業健康照護者

相比，病人更瞭解自己的家族病史、病情、檢查、治療疾病對自己生活

的影響，以及何種醫療照護模式對自己更好 [11]。在過去，病人較傾向於

醫生做出醫療決策，這樣的合作對雙方都不容易，有些病人可能會繼續

傾向於醫生在決策中擔任主角。但有好的案例顯示了一條康莊大道，美

國明智選擇倡議將病人和醫師聚集在一起，以確保並減少使用無根據和

無效的介入措施 [10]。希望能藉由醫病雙方的溝通、互動，以及提升民眾

對自我健康照護的參與度，改善低效益醫療或過度診斷的狀況發生，以

確保每一位病人都可獲得最適當的健康照護品質。

 二、健康識能（Health Literacy，簡稱HL）

健康識能是民眾瞭解醫療訊息、促進健康及有效利用健康照護的必

要條件。美國醫學研究院（Institute of Medicine, IOM）將健康識能定義

為「民眾對基本健康資訊及醫療服務的取得、理解和應用的能力，並運

用這些資訊制定適當的健康決策」。世界衛生組織（WHO）也提出健

康識能的定義：「採取健康行動須具備的知識取得與應用技巧，並透過

行動來改變個人生活型態，進而提升個人與社區的健康。[8]」

要促進病人與醫療專業人員的溝通，雙方達成共識並做出治療決

定，除醫療人員的溝通技巧外，民眾或病人的健康識能是重要的關鍵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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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 [12]。提升民眾的健康識能將有助於提升醫病溝通與醫療效能 [8]。但根

據衛福部調查統計，截至2013年為止，超過46%的民眾平均健康識能不

足或不及格 [13]。另外，有研究發現，民眾的健康識能不足，將增加3到

5%的醫療支出 [14]。

因此，利用各式各樣的管道或方法，提升民眾健康識能，促進對醫

療知識、檢查及照護治療方式的了解，有利於臨床專業的健康照護者及

病人達成醫療決策的共識，降低其非意願及意願偏差所造成的低效益醫

療行為，以促進醫病共同決策，並降低國家醫療成本的支出。

三、「醫病共同決策」（Shared Decision-Making, SDM）模式

要促進醫病共識，達成較佳的醫療照護決策，減少低效益醫療，除

了提升民眾或病人端的健康識能之外，照護者端在進行重要檢查或照護

／醫療決策時，以「醫病共同決策」（shared decision-making, SDM）的

方式，提供值得信賴的訊息，考量民眾或病人偏好，使其在知情、且深

思熟慮之後做出決定，也是非常重要的步驟。

醫病共同決策最早是1982年美國以病人為中心照護的共同福祉計畫

上，為促進醫病相互尊重與溝通而提出 [15]。在1997年，Charles提出醫病

共同決策需具備三元素，包含知識、溝通和尊重，至少要有醫師和病人

雙方共同參與，醫師提出各種不同處置之實證資料，病人則提出個人的

喜好與價值觀，彼此交換資訊討論，共同達成最佳可行之治療選項 [16-17]。

因此，在醫病共同討論醫療決策的過程，病人與家屬和臨床醫療人員雙

方皆需非常了解其臨床治療選項的利弊，並一同考量病人的價值偏好與

健康情況，共同做出最佳醫療或照護決定 [18]。實務上，醫病共同決策主

要包括三步驟（如圖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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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是「資訊分享」，透過臨床醫療人員轉譯每一種臨床治療選項

的利弊後，病人也提出個人的偏好和價值觀，使雙方都解瞭對方傳達的

資訊；再藉由「商議」，共同為病人與家屬及醫療人員考量並討論每一

種的臨床治療價值的優劣；最終達成「共識」，當病人與家屬和臨床醫

療人員雙方經由討論得出一致的決定後，確認雙方都同意且願意執行該

治療選項，並共同承擔治療結果，即可確立形成 [18-19]。

「醫病共同決策」可以減少醫療人員給予病人從事偏好低或病人不

期望的醫療行為，透過醫病雙方彼此互相溝通的過程，可以降低病人對

臨床健康照護介入的期待落差，進而減少不必要的診斷檢查或不需要的

低效益治療。因此，在完全充分告知、溝通之下，病人可以權衡利弊做

出最適合自身狀況的選擇，進而大幅降低醫療上過度診斷或過度治療的

醫療資源浪費情形 [20]。

 

第三節　研究方法

一、研究設計與流程

本研究透過質性研究、採用半結構式訪談（semi-structured interview） 
進行資料收集，歷時110分鐘，過程中重視受訪者言語表達主題，以及

要素間的相互連結與互動。首先，研究員先敘述2017年「醫療資源使用

之效益評估–低效益醫療之探討（議題計畫編號：FORUM106-06）」所

研擬國內前五項不建議執行醫療服務項目（詳見第一章表1-1），進而

圖4-1  SDM三步驟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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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導至二個半結構性問題：

（一）現況分析――對低效益醫療的看法為何？

（二）問題探討――如何找出低效益醫療？是否有改善低效益醫療

的建議？

 二、研究對象的選取

研究團隊透過網路搜尋，找出國內32個病友團體（詳見附錄一），

交由專家團隊進行遴選，排除了5個非病人團體，接著，針對27個病友

團體先進行電話聯繫，以調查受訪意願，其中9個病友團體願意進一步

了解議題內容，並取得可供研究團隊聯絡之電子郵件信箱。

研究團隊經由電子郵件方式將訪談議題及訪談大綱寄送給9個病友

團體，其中，有8個病人團體拒絕受訪，最後，僅有一個病友團體接受

訪談，病人端代表來源流程圖，詳見圖4-2。

三、研究者的背景、立場與角色

研究者具備實證醫學、公共衛生學及醫學資訊學等經驗，曾任

臺灣實證醫學學會理事長，現職臺北醫學大學考科藍臺灣研究中心主

任。本研究為質性研究，使用深度訪談進行資料蒐集。資料蒐集前，

已通過臺北醫學大學暨附屬醫院聯合人體研究倫理委員會（TMU-Joint 
Institutional Review Board）審查（IRB審查編號N201808004）。

 四、研究情境

訪談當日由研究者給予受訪者「參與研究對象同意書」（詳見附錄

三），並說明訪談過程錄音、錄影的必要性，且再次解釋研究目的、過

程，同時強調訪談內容會加以保密，研究結果僅作為學術上應用，不會

損害就醫權益。俟個案填妥同意書後，才開始進行錄音及深度訪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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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資料分析過程

訪談內容於訪談活動結束後繕打為逐字稿。以內容分析法（content 
analysis）進行資料分析。分析策略為：(1)先檢視全部內容，初步發

展出分類假設及類別架構；(2)反覆檢視逐字稿，選出合適的引用句

（quotations）來表達類別意涵（presentation）；(3)逐步比較類別架構

及引用句，挑選並整理出最後的論點；研究嚴謹度採用Lincoln 和Guba 
（1985）提出確實性（credibility）、可轉換性（transferability）、可

靠性（dependability）及驗證性（confirmability）為研究之可信賴度

（trustworthiness）展現。

圖4-2  病人端代表來源流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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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確實性：本研究員深入個案的感受，若個案陳述含糊不清之

處，能立即進一步與個案進行澄清，以確認表達的訊息與研究者所理解

的一致。

（二）可轉換性：訪談可反應個案的經歷。

（三）可靠性：資料主要由一位具學士學歷之研究者擔任繕打，與

協助繕打員者之間的一致性（intra-coder reliability）達90%。

（四）驗證性：將錄音檔和轉錄資料，進行訪談內容謄寫的完整性

與確實性的審核，確認研究過程和結果是依據訪談資料所得，並將所有

原始資料及分析過程妥善保存。

第四節　研究結果

本研究以深度訪談進行質性資料收集，僅一個病人團體受訪，該協

會由全臺癌病友團共同組成，服務對象包括病友及家屬、志工及民眾，

致力於整合病友力量，促進病友健康、分享資訊及意見、提供支持，並

維護其權益，另外，也包括推動國人對癌症防治之重視。

研究結果根據訪談內容歸納出下表六個主題（詳見表4-1）。  

表4-1   根據訪談內容所分析的六個主題

訪談問題 主   題

一、現況分析――對低效益醫

療的看法為何？

1. 抗生素的過度使用

2.「常規」造成的過度使用

3. 過於嚴苛的疾病定義造成過度診斷

4. 就醫文化造成的過度使用

二、問題探討、現況分析――

如何找出低效益醫療？是否有

改善低效益醫療的建議？

1. 提升民眾健康識能，以落實醫病共

    同決策

2. 建立知識平臺傳播實證健康訊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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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現況分析──對低效益醫療的看法為何？

從訪談資料整理出四項病人團體認為的低效益醫療，以及造成低效

益醫療的原因，包括：抗生素的過度使用、「常規」造成的過度使用、

過於嚴苛的疾病定義造成過度診斷，以及就醫文化造成的過度使用。

（一）抗生素的過度使用

抗生素的過度使用會導致曾經對人類沒有威脅的細菌產生抗藥性，

學者Harrison指出，抗生素濫用可能導致人類受突變細菌的威脅[21]。病

友因罹病的過程，對自己身體狀況有更深入的了解，罹病及治療過程也

獲取許多跟疾病或醫療相關的常識，因此，有認知到抗生素適用性及濫

用的問題，除可能造成抗藥性外，亦可能造成醫療資源的浪費，如受訪

者Z提到：

「今年我都不是感冒，因為我做過電療40次，然後這個地方就給

我抗生素的治療，引起我其他的病變，我不能用那些東西，就是

類似類固醇的效果，現在我覺得抗生素是殺不死病毒的……」

「我不會要求醫療人員要使用抗生素來為我治療，這是醫療資源

的浪費……」

「我們人的身體一個晚上可以產生一億多個抗體，病毒是三四百

萬而已，足足可以抵抗。所以免疫系統的部分若是顧好，抗生素

其實是不要濫用……」

（二）「常規」造成的過度使用

所謂醫療「常規」（routine），係在臨床醫療上，由醫療習慣、條

理或經驗等所形成的常見成規 [22]。病人因疾病檢查及治療的關係，較健

康的民眾有更多機會進出醫院，也了解醫院常規會進行的檢查及處置，

但衡量自身健康狀態，認為並不是每次都是因疾病診斷或治療所需，也

因此造成沒有必要的檢查及治療，如受訪者Z提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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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規就是常態性一定要遵守的規則，它就是一定要做的SOP的

流程。每照一次的X光就一次的傷害……我覺得是必要的時候，

例如說我有家族有那個所謂的高血壓或是心臟病的遺傳史，不然

用常規去框上，很多沒有必要做的」

「講到這個胸部X光，因為18年前我開刀的時候，看乳癌不是已

經做完超音波，我還要去照一下肺部，那我給自己覺得合理的解

釋是說我可能要插管，他看我的呼吸看我的功能怎樣，只能這樣

解釋，不然我解釋不出來為什麼」

（三）過於嚴苛的疾病定義，造成過度診斷

醫療化 （Medicalization） 意指將「非醫療的問題」定義為「醫療

問題」，當成疾病進行處理 [23]。疾病的診斷往往是依據專家所訂立的準

則做出判斷，受訪者Z提到目前檢查標準過於嚴格，造成沒有症狀的健

康民眾變成「病人」的機率大增，如：

「現在臺灣膽固醇指數也是太過分嚴苛了，動不動就吃藥。那天

醫生告訴我：『你的情形很好，這樣好不好，你就吃半顆。』既

然我的情形很好，我不懂為何還需要吃藥」

過於嚴苛的診斷標準，使健康的民眾成為「病人」的機率大增，即

使沒有症狀，醫師可能也會開始給予積極的處置（如藥物），過度診斷

的結果，引發後續的過度治療問題。不必要的藥物及治療，對病人沒有

益處，卻可能造成傷害，如藥物副作用、因檢查或治療造成的心理壓力

等。

另外，受訪者Z也提到國內針對不同族群、年齡的民眾，檢查／檢

驗標準值都一樣的詭異現象，該標準可能會影像檢查／檢驗結果的判讀

及疾病的認定，如：

「我不認同骨密檢查的部分，因為我們現在60歲，你拿20歲的

標準跟我講，真的非常不公平，而且用這種檢測告訴我們負多

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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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就醫文化造成的過度使用

在社會的文化影響下，「越多越好」[24] 和「新的更好」 [25] 的想

法，導致醫療需求增加。在病人端，就醫行為也與社會文化交織在一

起，可能因為平常繳了健保費，想趁著疾病時「順道」安排一些平常較

不易取得的自費昂貴檢查，另外，也可能因為健康識能不足，而可能要

求不必要的檢查或治療。受訪者Z在訪談過程中，談到他自己友人就醫

的經驗：

「我一個朋友的先生去看醫生，我說：『欸！你只是這樣，你怎

麼做到這個？』他先生說：『我不跟醫生講嚴重一點，他會給我

做到這麼多好的治療嗎？』我回答：『喔，我沒有辦法認同耶！

因為你簡直浪費社會國家資源，根本沒怎樣，一個耳朵耳鳴而

已，要人家做到MRI，甚至要照到CT。CT是在找腫瘤；MRI要看

你的影像哪裡有轉移的部分，你到底有沒有搞錯？』他先生說：

『不然什麼時候可以做這個？不然這個要自費耶！醫生都給我做

啊！』」

反之，受訪者Z也提及，雖然自己知道醫療人員的檢查或治療不必

要，但擔心挑戰了專業人員的權威，影響醫病關係，以及後續的就診及

治療，因此會接受醫師開立的處方，但帶回家後卻不一定遵從醫囑服

用，這樣的現象也造成醫療資源的浪費，如：

「到了醫院醫生給我的藥，拿心安，不然我怕他下次不看我，我

是把它放在那邊不吃的」

二、問題探討

      ──如何找出低效益醫療？是否有改善低效益醫療的建議？

 受訪者Z認為找出低效益醫療應該是政府機關、或醫療機構的

事，針對改善低效益醫療方面，提出兩項具體的建議，包括：提升民眾

健康識能，以落實醫病共同決策（SDM）、建立知識平臺傳播實證健康

訊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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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提升民眾健康識能，以落實醫病共同決策（SDM）

醫病共同決策是以病人為中心，促進醫病相互尊重與溝通的理念。

健康照護者提出各項醫療決策可以信賴的優缺點之實證，病人及家屬考

量自身狀況及偏好，與醫療人員共同討論，做出最佳的醫療決策，可以

有效降低不必要的醫療處置及成本 [26]。近年衛生福利部大力推動醫病共

同決策的理念，受訪者Z也主動提及這一個重要的觀念：

「現在有一個精準醫療的SDM（Shared Decision-Making）……這

樣子比較不會浪費。因為我們就不會說這個要破產，那也要破

產，然後其實回歸回來，就不會有那麼多的自費」

（二）建立知識平臺傳播實證健康訊息

隨著科技的進步，健康資訊藉由網路傳播將更具影響力。藉由將

正確的醫療及健康資訊放在網路平臺上，以確保大眾能夠快速、方便的

獲得具實證基礎的可靠資訊，例如：英國國家健康與照護卓越研究院

（Nation Institute for Health and Care Excellence, NICE）實證醫學線上搜

尋引擎。透過網路平臺的資訊，以及病友團體的故事及經驗分享，可以

讓健康的民眾及病人更容易取得值得信賴的訊息，包括建議執行醫療項

目及不建議執行的處置清單，如此，可以讓醫療更適切，並減少低效益

醫療，如受訪者Z提到：

「也許未來可能可以做的，例如說像我們的病友，病友這邊可能

也有很多的專家，很會翻譯，很會溝通，就是負責把正確知識翻

出來，放在學會的網站，讓病人跟世界上正確的知識匯流接軌！

他們更新的所有東西，大家都可以得到」

第五節　小結

本章節透過質性研究深入訪談的方式，從病人的觀點深入的了解

其對低效益醫療的見解及改善建議。訪談內容共歸納出六個主題。關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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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人端對低效益醫療的看法，歸納出四個主題，包括：「抗生素的過度

使用」、「常規造成的過度使用」、「過於嚴苛的疾病定義造成過度診

斷」、「就醫文化造成的過度使用」；在改善低效益醫療的建議方面，

結果歸納出二個主題，包括：「提升民眾健康識能，以落實醫病共同決

策（SDM）」、「建立知識平臺傳播實證健康訊息」。病人才是醫療及

健康照護系統的主角。

疾病治療的過程，牽扯很多面向。在醫療端需要兼具實證及專業共

識的臨床指引，提供建議或不建議的處置清單。建議可參考國外明智選

擇運動（Choosing Wisely）之推動模式，鼓勵由國內各專科醫學會依據

嚴謹的方法學形成的準則，各自提出該專業領域中，常見的低效益醫療

服務，如此可提供國人更完整、可靠的實證醫學資料，亦可適度的限制

低效益醫療。

在病人端，則應透過資訊的透明化，提升病人的健康識能及跟醫療

專業人員共同做決策的能力。因此，建議臺灣衛生機關挹注資源，鼓勵

專科學會採取實證方法學建立照護指引，並積極建立以實證科學為基礎

的資訊平臺傳遞健康訊息。如此，一方面可提供醫師及專業人員決定病

人治療方式時之重要實證參考依據；另一方面，也可以提供病人一個獲

取醫療知識的重要來源。

由於低效益醫療的議題在國內屬於啟蒙階段，在社會上被討論不

多，研究過程中觸及的病友團體，對此議題感到陌生或有疑慮 （擔心

表達對低效益醫療的看法後，現有的醫療或照護措施被刪減），因而僅

一個病人團體接受訪談，因此調查結果的外推性可能不足，希望藉由這

個研究，喚起社會重視，未來在探討低效益醫療的議題時，除醫界之

外，也要將病人的觀點納入，所形成的研究結果及政策建議會更全面且

完整。

醫療保健不會好轉，直到病人發揮主導作用，以修復它 [27]。透過知

識轉譯，將可信賴的醫療訊息轉換成民眾看得懂、能理解的語言，並將

資訊放在網路平臺上，便於民眾隨時搜尋，以提升健康識能，進而落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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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病共同決策。當民眾或病人普遍具備一定的健康識能，就能促進醫病

共同決策的執行，使醫療人員與病人藉由相互溝通，針對醫師給予的診

療建議，病人未必需要照單全收，而是能提出自己的需求共同決策，減

少不必要或低效益醫療，進而降低醫療資源浪費。

參考文獻：

1. NPS MedicineWise.(2017a, Dec. 15). New report: Too many Australians 
unaware of dangers of unnecessary tests. Retrieved from http://www.
choosingwisely.org.au/news-and-media/media-centre/2017-report

2. Yang, S., Eaton, C. B., Mcalindon, T. E., & Lapane, K. L. (2015). 
Effects of Glucosamine and Chondroitin Supplementation on Knee 
Osteoarthritis: An Analysis With Marginal Structural Models. Arthritis & 
Rheumatology,67(3), 714-723. doi:10.1002/art.38932

3. 施穎銘、林聖皓（2014）。低劑量電腦斷層掃瞄用於肺癌的篩檢。

內科學誌，25(6)，403-409。doi: 10.6314/JIMT.2014.25(6).03
4. Cevoli, S., Giannini, G., Favoni, V., Terlizzi, R., Sancisi, E., Nicodemo, 

M., ... & Cortelli, P. (2017). Treatment of withdrawal headache in patients 
with medication overuse headache: a pilot study. The journal of headache 

and pain, 18(1), 56.
5. Brody, H. (2010). Medicines Ethical Responsibility for Health Care 

Reform — The Top Five List. New England Journal of Medicine,362(4), 
283-285. doi:10.1056/nejmp0911423

6. ABIM Foundation. (n.d. a) . Our Mission. Retrieved from http://www.
choosingwisely.org/our-mission/

7. ABIM Foundation. (n.d. b) .History. Retrieved from http://www.
choosingwisely.org/our-mission/history/



129｜第四章｜改善低效益醫療――病人端

8. 侯文萱、陳杰峰（2016年）。臨床決策與實證牙醫學之應用。載於

鄭信忠（主編），牙科實證醫學：臨床牙科操作與學習之最佳工具

（211-224 頁）。新北市：合記。

9. 侯文萱(2017年)。以病人為中心的實證健康照護――共同決定模

式。醫療品質雜誌，9(5)，4-9。

10. Richards, T., Montori, V. M., Godlee, F., Lapsley, P., & Paul, D. (2013). 
Let the patient revolution begin.

11. Young, K. (2013). Doctors’ understanding of rheumatoid disease does 
not align with patients’ experiences. BMJ, 346, f2901.

12. 王英偉（2016年）。醫病共享決策――決策輔助工具與臨床運用。

醫療品質雜誌，10(4)，15-24。

13. 張郁梵（2013年11月19日）。近5成民眾健康識能不足  增加5%醫療

支出【健康醫療網】。取自https://www.healthnews.com.tw/news/artic
le/12188/%E8%BF%915%E6%88%90%E6%B0%91%E7%9C%BE%E
5%81%A5%E5%BA%B7%E8%AD%98%E8%83%BD%E4%B8%8D%
E8%B6%B3%E3%80%80%E5%A2%9E%E5%8A%A05%E9%86%AB
%E7%99%82%E6%94%AF%E5%87%BA

14. Eichler, K., Wieser, S., & Brügger, U. (2009). The costs of limited health 
literacy: a systematic review.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public health, 54(5), 
313.

15. United, S. (1982). President's Commission for the Study of Ethical 
Problems in Medicine and Biomedical and Behavioral Research. United 

States code annotated. United States, Unknown.
16. Charles, C., Gafni, A., & Whelan, T. (1997). Shared decision-making 

in the medical encounter: what does it mean?(or it takes at least two to 
tango). Social science & medicine, 44(5),681-692.

17. Charles, C., Gafni, A., & Whelan, T. (1999). Decision-making in the 
physician–patient encounter: revisiting the shared treatment decision-



130         低效益醫療評估研究：改善政策之探討

making model. Social science & medicine, 49(5), 651-661.
18. 許維邦、張瑞月、呂美君、周明智、蕭培靜（2015年）。共同決策

於臨床醫學之應用。澄清醫護管理雜誌，11(2)，24-29。

19. Coylewright, M., Montori, V., & Ting, H. H. (2012). Patient-centered 
shared decision-making: a public imperative. The American journal of 

medicine, 125(6), 545-547.
20. Hoffmann, T. C., Légaré, F., Simmons, M. B., McNamara, K., McCaffery, 

K., Trevena, L. J., ... & Del Mar, C. B. (2014). Shared decision making: 
what do clinicians need to know and why should they bother?. The 

Medical Journal of Australia, 201(1), 35-39.
21. Harrison, J. W., & Svec, T. A. (1998). The beginning of the end of 

the antibiotic era? Part II. Proposed solutions to antibiotic abuse. 
Quintessence international, 29(4).

22. 醫事司(2018年8月14日)。醫糾法懶人包《衛福部澄清醫勞盟五點疑

問》。取自https://www.mohw.gov.tw/cp-17-80-1.html
23. Conrad, P. (2008). The medicalization of society: On the transformation 

of human conditions into treatable disorders. JHU Press.
24. Colla, C. H. (2014). Swimming against the current—what might work 

to reduce low-value care?. New England Journal of Medicine, 371(14), 
1280-1283.

25. Scott, I. A., & Elshaug, A. G. (2013). Foregoing low - value care: how 
much evidence is needed to change beliefs?. Internal medicine journal, 
43(2), 107-109.

26. Veroff, D., Marr, A., & Wennberg, D. E. (2013). Enhanced support 
for shared decision making reduced costs of care for patients with 
preference-sensitive conditions. Health Affairs, 32(2), 285-293.

27. Nortin M. Hadler, M.D. (2013).The Citizen Patient. North Carolina, NC: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



131｜第五章｜總結與建議

第 五 章   

總結與建議

    （陳杰峰、郭耿南）

「醫師啊！今天怎麼什麼檢查／檢驗都沒做，也沒有開藥，只叫

我回家再觀察呢？」相信不管是一般大眾或是醫療人員，對於這樣的對

話不會陌生，如此「至少做一點」的醫療文化，多半是基於「多做不會

錯」或「求心安」的心態。但多做真的不會錯嗎？真的就能心安嗎？

整體而言，探討過度醫療是複雜的，這些過度醫療有可能會讓病人

產生傷害，或浪費醫療資源 [1]。

儘管醫療資源有限，醫療資源浪費的情形卻更形嚴重，國人普遍養

成不舒服就先吃藥的習慣，想當然，相關的醫療成本也會越來越高，這

只是其中的一部分，我國的醫療資源浪費情形相當嚴重，一般來說，即

是經常做不必要的檢測，抑或是吃一些非必要的藥品。如果能適時的避

免醫療資源浪費的情形，不但可以協助病患減少承擔診療的副作用（例

如：X光的輻射），亦可降低不必要的醫療支出。

在相關醫療資源浪費的議題中，各國都還需要許多的推動與研究，

雖然改革的過程並非所想簡單，但為提升醫療品質甚至是促進更良好的

醫療體系，還是需要繼續嘗試找到方法，以解決醫療資源浪費的問題。

本文為提升醫療品質並降低醫療資源浪費情形，綜合各章節探討提出下

列建言，並將建言分為短期與中長期之時間軸來執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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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短期建議項目：

（一）推動臺灣「明智選擇活動」（Choosing Wisely Taiwan）

加入國際的明智選擇運動，鼓勵各學會提出該領域的相關五至十大

過度或不建議執行之醫療行為，也一併宣導民眾理解其作用及知識，以

提升民眾醫療健康知識，並促進此運動的廣泛性，致使一般民眾也能透

過生活中的一些醫療行為，儘量避免進行不必要的醫療浪費。

現今，亞洲國家也日益開始重視此問題之發展，其中日本、韓國皆

已開始著手推廣相關資訊，目前日本已推展出不建議執行的醫療項目清

單，未來也預計與韓國一同合作推廣相關議題。

相較之下，我國對此議題之推廣尚在起步，期望政府相關醫療衛生

機關能更加重視此議題，期許未來在該議題研究上，能更加茁壯且廣為

人知。

（二）臨床指引及共識

藉由鼓勵各專科領域臨床實證醫療人員，提出其專業領域之過度醫

療服務，如不建議執行之臨床項目或過度使用之項目等，雖並非能獲得

專家認可其不建議名單，但經由相關的不建議執行項目，可以共同討論

並避免其造成醫療浪費及損失，也可藉由研究，共同發表於相關學術研

究平臺，以供相關學術臨床領域學者專家參考並運用。

（三）探索成因：

         找出造成國內醫療過度使用或醫療資源浪費的原因

透過上述鼓勵國內各專科醫學會，提出其專業領域常見的過度醫療

服務項目，可適時找出國內各領域之過度醫療服務，再透過過度醫療服

務的名單，進一步探討其導致的原因，藉由了解其原因，並設立相關的

解決辦法，共同為國內醫療資源浪費的情形進行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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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建立即時評估機制：建立國內醫療服務之評估機制

建議政府應對國內醫療資源運用，建立公正與透明的主動審查機

制，應規劃與制定其篩選標準，並定期檢視現有醫療服務之效益，使醫

療資源的投入更具公平性及效率性，可參考世界各國審查機制運作之實

務經驗，從中找出適合國內的醫療資源投入閾值與審查機制。例如雲端

藥歷。

 二、長期建議項目：

（一）建立國家實證醫學資訊整合中心（Taiwan NICE），

         培育國內人才

建議衛生福利部建立國家證實醫學資訊整合中心，如同英國

國家健康與照護卓越研究院之臨床建議指引（NICE「Do not  do 
recommendations」）等，彙整以實證為基礎的醫學資料，藉由統一的管

道來提供相關實證醫學資料。對於相關醫療及研究人員，可使用此平臺

之資料進行研究及探討，減少研究所造成的成本（包含研究的人力、時

間），並對病人進行適當的治療；對於一般民眾，可從此平臺上得知醫

療人員給予的處方及診治，對自身健康是否有實質的幫助或損害，進而

避免不必要的處置，降低病人的風險，並降低國家醫療資源的浪費。

為提升低效益醫療議題在國內的影響力，建議可鼓勵並補助對此議

題有興趣的研究團體，能對該議題之相關病友團體進行宣導，並針對民

間團體共同向一般民眾，透過網路平臺或是授課的方式宣導議題，亦可

從線上論壇的方式，針對民眾之疑問或是相關對應疾病措施進行發表。

比照類似英國NICE機構，發表相關低效益項目或是設立相應機制。

（二）實證醫學教育：加強國內醫療人員的實證醫學教育

加強國內臨床醫療人員的實證醫學教育訓練，藉由不斷更新國內外

實證醫學新知，並應用於臨床實務上，可減少臨床知識與臨床實證之間

的差異性，以協助臨床醫療人員的臨床實證經驗與學習，適時減少過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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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療行為或不當使用醫療資源的狀況，致使國內醫療資源得以更有效率

的使用，也將有助於提升醫療照護品質，提供病人更好的品質環境。擴

大與加強實證資料（將基於證據的概念引入政策和法規中、定期評估臨

床診療指引），並與國內各專科醫學會以及相關研究團體合作，共同執

行研究計畫，打好學術研究基礎，再透過定期大數據分析(含健保與自

費的部分)，找出大多數的醫療浪費項目，底定相關措施，以改善國家

醫療資源的浪費，並以提升醫療品質為目標邁進。

（三）SDM：提升民眾健康識能以落實醫病共同決策

探討過度醫療，最後影響的還是病人所接受的醫療品質。因此，在

整個探討過程，要結合病患的參與，這樣的擴大參與，包含了臨床的決

策，以及病患參與，可以結合在系統層次 [1]。

現今，許多民眾依舊在就醫前，對於醫師的診斷有所期望，舉例來

說，病人會期望醫師給予處方，或是多一些診療措施，有時甚至是檢查

等諸如此類的預估治療行為。這也導致部分案例中，醫師為因應病人要

求給予了不當醫療措施的診斷及治療，站在醫師角度可能是基於防禦性

醫學的一種模式；但換言之，站在病人的角度卻是健康識能不足，導致

此類行為的產生。

建議相關醫療衛生主管機關，應積極推動健康資訊整合平臺，以有

效提升民眾健康識能，並積極倡導「多，不一定是好」的觀念，無論是

什麼樣的疾病或是什麼樣的徵狀，相對應的處置，應當都是要依病人的

角度去設想的，除了必須有效，其病人的意願也相當重要。提升民眾的

「健康識能」，以推動「醫病共同決策」的照護模式，藉由促進醫病雙

方間溝通與互動，共同討論以得出雙方都可接受的決策，使醫療相關診

斷及資源更加有效的被使用。

（四）建立跨領域團隊的合作機制

建議衛生福利部健康保險署建立跨領域團隊（醫、護、藥）的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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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制，藉由跨領域之團隊合作，在共通的醫療臨床項目下，能整合醫療

資源與共享資訊，減少不必要的時間及醫療資源浪費，以提升國家衛生

醫療環境品質。

除了整合跨團隊(醫、護、藥)的臨床專業領域有相關問題存在外，

同理，於主管機關角度、醫療人員角度、學界研究角度及民眾的角度，

也是需要彙整並設立機制以達資訊對稱，資訊流通機制一旦確立並順利

執行，等同促進民眾健康識提升及醫病共同決策等，透過跨團隊合作，

可促成相關領域的專業團體，共同為本土的醫療環境品質實施政策更加

關注及努力。

（五）管理機制：參考、效仿各國推動經驗、

         建立國內醫療相關管理政策與審查機制

建立適用於本國的醫療資源浪費審查機制及管理辦法，透過參考他

國相關機制之處理辦法，也透過國內的相關研究數據共同研擬合作，透

過分析及不斷的試驗後，研擬出醫療服務給付辦法，以便審查各醫療單

位下的醫療行為，藉此降低醫療資源過度使用的情形，亦可將醫院評鑑

制度／醫院定期評估內入審查機制之中，透過本國定期執行的醫院評估

之機制，納入相關的醫療資源浪費審查內容一併考核。

 
低效益醫療問題起始於2012年的明智選擇運動，近幾年逐漸受到國

際間的重視。對於臺灣來說，這是一個新興且值得深入探討與研究的議

題，臺灣考科藍團隊致力於此議題之相關研究，期望藉由相關計畫的成

效推廣此議題之重要性，共同為我國未來的醫療體系及醫療資源設想，

並進一步的促進醫療品質環境。站在病人的角度，透過不斷的研究及相

關文獻更加了解此議題，即使，此議題目前於國內並不興盛，執行上，

甚至需要大量時間及大量的學術研究及計畫支持。反觀，此議題所探討

之醫療資源浪費，卻是與全國人民健康福祉息息相關，社會老年化的加

遽、疾病的濫用藥品狀況等等，國內有許多的相對措施及辦法，如長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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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畫及保險的推動，廢藥回收的推廣等等。就目前狀況來說，國家共同

為了國人設想許多的補救措施，但皆是重視於建議執行，如建議民眾執

行某醫療措施，而不是告誡民眾不建議執行這些措施，民眾有權利知曉

醫師診斷的優劣處，有權利為自己或是家屬做出診斷的決定，藉由不建

議執行的指標於下次就醫時，亦可更加了解相同疾病的醫療資訊。且針

對醫療資源浪費，應當優先找出其根本原因並加以從中解決，例如：民

眾會一直要求醫師開處方或是重複就醫，皆是醫療相關知識的不足，適

時的提升國人健康識能亦可提升民眾的醫療品質。

據報導 [2]，內容闡述我國經健保署估計，2019年健保財務花費將突

破7000億的大關，意味著我國引以為傲的健保制度財務吃緊，於1996年

開辦的健保制度所花費的經額為2229億元，僅僅22年的期間，健保花費

支出增加了3.2倍，儘管政府開徵補充保費，但整體健保收入成長率卻

遠遠落後健保總額成長率，健保會資料顯示，2017年我國健保成本及收

入首度超過總額，達到負98億元，但預估2018年破洞更大，達到負257
億元。更令人擔憂的是，到了2019年底，衛福部健保預估財務缺口可能

高達五六百億元，如果以此速度惡化，目前安全準備金可能維持不了幾

年，屆時如果未能提高健保費率，我國一直引以為傲的全民健保可能面

臨倒閉。

事實上，醫療困境早已發生在日本，近年來，扮演著類似國內健保

角色的社保，也出現財務危機，面臨破產。相較之下，我國健保財務更

顯險峻，高齡人口激增，急重症病人越來越多，加上長照在宅醫療，相

關經費預算逐年增加，但繳費付錢的人數卻是越來越少。

若依照健保署所提供的模式計算，健保將在2021年破產，安全準備

金不敷使用。更令人擔憂的是，醫師工時亦即將納入勞基法之中，預估

至少增加四五十億元，這可能讓健保提早在2020年宣告倒閉 [2]。

面對環境的重重難關，需呼籲並鼓勵政府相關醫療衛生主管機關

能更加的重視此議題，並能接受上述建言，一同為國人爭取更多的醫療

政策計畫及研究等，讓更多的研究團隊加入相關的研究議題，搭配未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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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動的相關醫療衛生政策，讓醫療資源更有效的運用，促使民眾健康識

能提升及醫病共同決策的宣導，讓醫療環境更為有效的成長，創造出政

府、醫療單位、學界以及民眾四贏的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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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一、調查問卷   

國內氣喘低效益醫療評估研究：

改善政策之探討優先議題調查

您好：

考科藍臺灣研究中心「低效益醫療評估研究：改善政策之探討」計

畫，針對低效益醫療整理國內外已發表之「不建議執行（Do not do）」

清單，惠請您就國內實施情形及您的專業看法提供寶貴意見，以研議

適於國內的優先改善議題，本問卷所列之14項「不建議執行」項目，

是由國內外氣喘相關研究文獻及國內診療指引資料進行彙整（被提及

最多的相關不建議執行內容），並經專家小組討論初步選擇之項目。

所有項目內容是根據資料原文進行中文翻譯，若您有興趣更深入瞭解

相關資訊，可參閱氣喘14項不建議執行項目補充說明pdf檔（https://goo.
gl/UzEy7c）。本調查結果僅供研究用且不作其他用途，感謝您協助填

答，如有任何問題請與本計畫人員聯繫。

                                                                                    陳杰峰主任
                     臺北醫學大學考科藍臺灣研究中心                           敬上                                                                                          
                                                                                    郭耿南教授

※填表人基本資料：

    (1) 性別：□ 男    □ 女
    (2) 年齡：□ 35歲以下    □ 36～40歲     □ 41～45歲     □ 46～50歲    
                      □ 51～55歲    □ 56～60歲     □ 61～64歲     □ 65歲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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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卷填寫說明：

    請就您實際工作現況進行評估，在您認為最符合您評估結果□中，

    進行勾選 “ �  ” 即可。

    評估意見：

        評估結果一

             1. □非相關領域，無法填答（若勾選此選項，請跳答至下一

                     題，不需作答下方兩小題）

        評估結果二（請作答此兩小題）

            
             2. 是否與國內實際現況相符：□不相符   □部分相符  □相符

             3. 是否同意此「不建議執行」項目之陳述：□不同意 □同意

請針對下列國內外氣喘「不建議執行」之醫療處置或診斷內容（共14
項），就您的專業看法，在各題項逐一進行評估，並在最適合的□中

作勾選（打 “ �  ” 即可）。

題號 評估項目

Q1 除特定臨床情況外，在氣喘加重的成人患者中，若患者能自

行口服藥物，則不推薦肌內注射皮質類固醇作為首選給藥方

式 1,2,3,4。

In adult patients with asthma exacerbations, intramuscular 
corticosteroids are not recommended as the first option when the 
oral route is preserved, except in certain clinical situations.
評估意見：1-1. □非相關領域，無法填答

                              （若勾選此選項，請跳答至Q2題）

                                1-2. 是否與國內實際現況相符：

                                       □不相符   □部分相符   □相符

                                1-3. 是否同意此「不建議執行」項目之陳述：

                                       □不同意   □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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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2 在成人氣喘患者中，如果疾病控制不好，則不應單一使用長

效β腎上腺素受體刺激劑（LABA），而應與吸入皮質類固

醇合併使用 1,2,4。

In adult asthma patients, if the disease is not well controlled, long-
acting β adrenoceptor agonists (LABA) should not be prescribed 
as monotherapy. They should always be associated with inhaled 
corticosteroids.
評估意見：2-1. □非相關領域，無法填答

                              （若勾選此選項，請跳答至Q3題）

                                2-2. 是否與國內實際現況相符：

                                       □不相符   □部分相符   □相符

                                2-3. 是否同意此「不建議執行」項目之陳述：

                                       □不同意   □同意

Q3 不要開抗生素給有支氣管炎／氣喘的成人和有支氣管炎的孩

童 1,2,3。

Don’t prescribe antibiotics in adults with bronchitis/asthma and 
children with bronchiolitis.
評估意見：3-1. □非相關領域，無法填答

                              （若勾選此選項，請跳答至Q4題）

                                3-2. 是否與國內實際現況相符：

                                       □不相符   □部分相符   □相符

                                3-3. 是否同意此「不建議執行」項目之陳述：

                                       □不同意   □同意

Q4 若無同時使用吸入皮質類固醇，則不要用長效或中效的支氣

管擴張劑治療支氣管氣喘 1,2,3,4。

Do not treat bronchial asthma with long-acting or medium-acting 
bronchodilators, without inhaled corticosteroids.
評估意見：4-1. □非相關領域，無法填答

                              （若勾選此選項，請跳答至Q5題）

                                4-2. 是否與國內實際現況相符：

                                       □不相符   □部分相符   □相符

                                4-3. 是否同意此「不建議執行」項目之陳述：

                                       □不同意   □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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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5 不要使用LABA（長效β2受體激動劑）來單獨治療支氣管氣

喘患者 1。

Do not use LABA’s (long-acting β2-agonist) as sole treatment In 
patients with bronchial asthma.
評估意見：5-1. □非相關領域，無法填答

                              （若勾選此選項，請跳答至Q6題）

                                5-2. 是否與國內實際現況相符：

                                       □不相符   □部分相符   □相符

                                5-3. 是否同意此「不建議執行」項目之陳述：

                                       □不同意   □同意

Q6 儘量避免同時使用多種不同形式的吸入器裝置，以避免病患

混淆用法 4。

評估意見：6-1. □非相關領域，無法填答

                              （若勾選此選項，請跳答至Q7題）

                                6-2. 是否與國內實際現況相符：

                                       □不相符   □部分相符   □相符

                                6-3. 是否同意此「不建議執行」項目之陳述：

                                       □不同意   □同意

Q7 依目前證據，在疑似或診斷為氣喘的病人，不建議依呼氣一

氧化氮濃度高低來處方或停止吸入性類固醇的治療 4。

評估意見：7-1. □非相關領域，無法填答

                              （若勾選此選項，請跳答至Q8題）

                                7-2. 是否與國內實際現況相符：

                                       □不相符   □部分相符   □相符

                                7-3. 是否同意此「不建議執行」項目之陳述：

                                       □不同意   □同意

Q8 腎上腺素（Epinephrine）：腎上腺素皮下或靜脈注射可用於

治療無防禦性過敏休克(Anaphylactic shock)及血管性水腫，

但不建議常規用於氣喘急性惡化 4。

評估意見：8-1. □非相關領域，無法填答

                              （若勾選此選項，請跳答至Q9題）

                               8-2. 是否與國內實際現況相符：

｜附錄｜一、調查問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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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相符   □部分相符   □相符

                                8-3. 是否同意此「不建議執行」項目之陳述：

                                       □不同意   □同意

Q9 其他治療（Other treatments）：

鎮靜劑（Sedatives）：不建議使用，因會抑制呼吸 4。

評估意見：9-1. □非相關領域，無法填答

                              （若勾選此選項，請跳答至Q10題）

                                9-2. 是否與國內實際現況相符：

                                       □不相符   □部分相符   □相符

                                9-3. 是否同意此「不建議執行」項目之陳述：

                                       □不同意   □同意

Q10 處置：氣喘病人應避免在高濃度細懸浮微粉（PM2.5）之空

氣品質（Air Quality Index, AQI）下外出。當下更不應該從

事高運動量的戶外活動，造成吸入過量有害氣體 4。

評估意見：10-1. □非相關領域，無法填答

                               （若勾選此選項，請跳答至Q11題）

                                10-2. 是否與國內實際現況相符：

                                         □不相符   □部分相符   □相符

                                10-3. 是否同意此「不建議執行」項目之陳述：

                                         □不同意   □同意

Q11 不要常規性為孩童胸部X光診斷氣喘 1。

Do not routinely order chest X-rays for the diagnosis of asthma 
in children.
評估意見：11-1. □非相關領域，無法填答

                               （若勾選此選項，請跳答至Q12題）

                                11-2. 是否與國內實際現況相符：

                                         □不相符   □部分相符   □相符

                                11-3. 是否同意此「不建議執行」項目之陳述：

                                         □不同意   □同意

Q12 不要於急性氣喘發作時，進行常規胸部X光檢查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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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 not perform a routine chest x-ray in asthmatic exacerbations.
評估意見：12-1. □非相關領域，無法填答

                               （若勾選此選項，請跳答至Q13題）

                                12-2. 是否與國內實際現況相符：

                                          □不相符   □部分相符   □相符

                                12-3. 是否同意此「不建議執行」項目之陳述：

                                          □不同意   □同意

Q13 氣喘的確診不應沒有肺功能檢測做為依據包含支氣管擴張測

試和／或支氣管誘發測試 1。Don’t diagnose asthma without 
having performed lung function tests (including bronchodilating 
test and/or bronchial challenge).
評估意見：13-1. □非相關領域，無法填答

                               （若勾選此選項，請跳答至Q14題）

                                13-2. 是否與國內實際現況相符：

                                          □不相符   □部分相符   □相符

                                13-3. 是否同意此「不建議執行」項目之陳述：

                                          □不同意   □同意

Q14 指導委員會建議對於患有嚴重氣喘的成人及孩童，若無特定

的過往史、症狀和／或先前的檢查結果，僅可在有非典型表

象時，才可進行胸部HRCT2。

In children and adults with severe asthma without specific 
indications for chest HRCT based on history, symptoms and/
or results of prior investigations the Guideline Committee 
suggests that a chest HRCT only be done when the presentation 
is atypical.
評估意見：14-1. □非相關領域，無法填答

                               （若勾選此選項，請跳答至Q15題）

                                14-2. 是否與國內實際現況相符：

                                           □不相符   □部分相符   □相符

                                14-3. 是否同意此「不建議執行」項目之陳述：

                                          □不同意   □同意

｜附錄｜一、調查問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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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15 請您針對上述14項氣喘「不建議執行」之項目，依您專業的

看法，挑選五項國內應優先改善之項目，請在該題號□中進

行勾選。

評估意見：

□Q1 □Q2 □Q3   □Q4     □Q5      □Q6      □Q7
□Q8 □Q9    □Q10    □Q11    □Q12    □Q13    □Q14
      

如有額外相關項目，歡迎協助補充：

本問卷到此結束，感謝您的協助，敬祝鈞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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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號 學／協會名稱

1 中華民國中醫抗衰老醫學會

2 中華民國乳癌病友協會

3 中華民國幸福促進協會

4 中華民國家庭健康管理協會

5 中華民國家庭照顧者關懷總會

6 中華民國消費者文教基金會

7 中華民國國民健康管理促進協會

8 中華民國婦女協會

9 中華民國診所協會全國聯合會

10 中華民國癌症希望協會

11 中華生活養生推廣協會

12 中華全人健康協會

13 中華癌症病友關懷協會

14 台北市女性權益促進會

15 台灣心房顫動暨心律不整病友會

16 台灣世界展望會

17 台灣抗癌協會

18 台灣家庭保健研究會

19 台灣病友聯合關懷協會

20 台灣腦中風病友協會

二、訪談邀請出席民間團體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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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台灣慢性病全人醫療學會

22 台灣慢性病病友關懷協會

23 台灣慢性病醫療照護協會

24 台灣網路醫學教育學會

25 台灣癌症安寧緩和醫學會

26 台灣藥物經濟暨效果研究學會

27 伊甸社會福利基金會

28 佛教慈濟慈善事業基金會

29 社團法人花蓮縣老人暨家庭關懷協會

30 財團法人台灣社會福利總盟

31 財團法人台灣癌症全人關懷基金會

32 臺灣病友聯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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訪 談 同 意 書

計畫名稱與內容：

本計畫是關於「國內低效益醫療評估研究：改善政策之探討」

的研究，旨在瞭解國內針對低效益醫療現行方針及其施行成果和阻

礙，與醫療需求端對於低效益醫療之想法，及其認為可改善之辦

法，期使國內醫療資源的分配更加妥善、利用更加有效，進而為國

人提供更高品質的健康照護。

參與風險與資料保存運用：

待採訪完成後，相關紀錄會再與您確認，此訪談紀錄將只運用

在本研究上，未來研究成果不會呈現您的真實姓名，亦會儘力避免

他人從研究發表辨識出您，以便盡該保密責任。本計畫已申請IRB
核准通過，核准編號為N201808004。

退出權益：

過程中，若您感到不舒服，想要暫停或退出研究，我們會完全

尊重您的意願。即便研究結束，有任何問題，都歡迎聯絡我們。

研究團隊： 

召集人：臺北醫學大學考科藍臺灣研究中心   陳杰峰教授

計畫聯絡人：林宜慧助理

電話：2736-1661#7198，E-mail：1070723@nhri.org.tw

研究受採訪者簽署欄：

採訪：□同意受訪 □不同意受訪

成果回饋：□研究完成請提供報告      □無需

受採訪者簽名：                                    日期：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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