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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藥安全資訊

I.1. 兩則 Thalidomide 最新警訊 (毛志民藥師)
雖然近年許多學者熱衷研究「沙利竇邁」(Thalidomide)的抗癌療效，但加
拿大衛生部(Health Canada)分別於 4 月 26 日、5 月 16 日提醒醫療人員有
關含 Thalidomide 成分藥品可能會引起動脈栓塞、第二原發性癌症之風
險，警訊重點摘要如下：
一、動脈栓塞：
曾有病人使用 Thalidomide 藥品發生動脈栓塞之通報案件，例如心肌梗
塞、腦血管意外和暫時性缺血性發作等，且特別容易發生在治療後的前 5
個月內，有時甚至有致命的危險。
動脈栓塞的危險因子包括：潛在性的惡性疾病、年齡 65 歲以上及男性，
高血脂、高血壓、糖尿病、肥胖、腎臟疾病和抽菸。醫療人員需注意觀
察病人是否有動脈栓塞的徵兆與症狀；具血栓危險因子的病人建議給予
血栓預防治療。若發生可能進展成中風或是心臟病發作的症狀，病人應
緊急就醫；衛教病人預防血栓形成相關事項，特別是有血栓危險因子的
病人。
二、第二原發性癌症
急性骨髓性白血病(Acute myeloid leukemia，AML)及骨髓化生不良症候群
(Myelodysplastic Syndrome，MDS)曾罕見於上市後通報案例，此次在治療
新診斷多發性骨髓瘤的療程中有併用 Thalidomide 和 Prednisolone 及
Melphalan (MPT)進行中的 MM-020 臨床試驗中又觀察到第二原發性癌
症，推估以該療程治療兩年後的罹患 AML/ MDS 風險約 2%，三年後則
為 4%，風險會隨著用藥時間增加而提高；因此，建議病人在接受這些藥
物前及治療期間，醫療人員都應以標準癌症篩檢方式進行仔細評估此第
二原發性癌症風險。
參考資料：
1. THALOMID (thalidomide capsules) - Risk of Arterial Blood Clots - For
Health Professionals [2013/4/26]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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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THALOMID (thalidomide capsules) - Risk of Arterial Blood Clots - For
the Public [2013/5/1]
3. 食品藥物管理局。Thalidomide 成分藥品安全資訊風險溝通表。
[2013/5/21]
4. THALOMID (thalidomide capsules) - Risk of Second Cancers - For
Health Professionals [2013/5/16]
5. THALOMID (thalidomide capsules) - Risk of Second Cancers - For the
Public [2013/5/22]
6. 食品藥物管理局。Thalidomide 成分藥品安全資訊風險溝通表。
[2013/6/13]
※轉載自藥師週刊第 1832 期。
I.2. 第一代 Cephalosporin 應注意交叉過敏 (毛志民藥師)
5 月 9 日衛生署食品藥物管理局發布「第一代 Cephalosporin 抗生素藥品
安全資訊風險溝通表」
，指藥害救濟審議委員會審議藥害救濟申請案件
時，發現有病人曾對某種第一代 Cephalosporin 抗生素過敏，卻仍被處方
另一種第一代 Cephalosporin 抗生素，而發生交叉過敏之情形。
此類藥品仿單皆記載：第一代 Cephalosporin 抗生素藥品禁用於曾對於
cephalosporin 類抗生素藥品過敏者，因可能發生交叉過敏之情形。醫師應
詳細詢問及紀錄病人藥物過敏史，且開立處方時，亦應參酌病人過敏紀
錄；使用此類藥品後，應嚴密監控病人相關過敏反應之發生。
參考資料：第一代 Cephalosporin 抗生素藥品安全資訊風險溝通表。
I.3. 硫酸鎂注射劑之懷孕用藥安全級數由 A 升級 D (毛志民藥師)
5 月 30 日硫酸鎂(magnesium sulfate)注射劑用阻止孕婦早產勿使用超過 5
至 7 天。超過此天數可能會導致嬰兒低血鈣與骨骼問題，包含骨質疏鬆
及骨折。
因此警訊，硫酸鎂注射劑之藥品仿單增列以下訊息：
1. 懷孕期間連續給予硫酸鎂注射劑超過 5 至 7 天來阻止早產，可能會造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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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胎兒低血鈣和骨質改變。
2. 懷孕用藥安全級數由 A 級提升 D 級，表示此藥對發育中胎兒具潛在性
傷害。懷孕分級 D 表示已證實對胎兒有害，但是在某些特殊狀況下權衡
利弊後，孕婦仍可使用。
3. 強調目前未核准連續給予硫酸鎂注射劑來阻止早產，且使用於此適應
症之安全性與療效尚未建立。當懷孕婦女使用此藥於非核可之適應症
時，應於設備齊全之產科醫院，由專業醫療人員投予。
本院硫酸鎂注射劑藥品，藥碼 08402，懷孕用藥安全級數亦配合修正之。
參考資料：
Magnesium Sulfate: Drug Safety Communication - Recommendation Against
Prolonged Use in Pre-term Labor [2013/5/30]
FDA Recommends Against Prolonged Use of Magnesium Sulfate to
Stop Pre-term Labor Due to Bone Changes in Exposed Babies

[2013/5/30]

I.4. HES 輸注液可能增加死亡率及傷腎風險 (毛志民藥師)
6 月 25 日美國 FDA 分析資料發現 hydroxyethyl starch (HES) 輸注液可能
會增加死亡率及造成嚴重腎臟損害等風險。給醫療專業人員的建議為：
1. 重症病人勿使用。
2. 腎功能不佳者應避免使用。
3. 當發生腎功能惡化時，應立即停止使用。
4. 因曾有使用 HES 輸注液 90 天以上導致需接受腎移植治療案例；若需
使用逾 90 天，必需嚴密監視病人腎功能情況。
5. 可能會造成出血量過多，進行開心手術期間需使用體外循環者宜避免。
6. 當出現凝血功能異常時應停止使用。
歐盟藥物安全監視風險評估委員會(The Pharmacovigilance Risk
Assessment Committee, PRAC)則發布評估結果，認為含 HES 成分輸注液
之效益並未高於其風險，建議暫停銷售許可。
本院藥品 HAES-steril Inj 10% 500cc，藥碼 11172
參考資料：
1. Hydroxyethyl Starch Solutions: FDA Safety Communication - Boxed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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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arning on Increased Mortality and Severe Renal Injury and Risk of
Bleeding [2013/06/11]
2. PRAC recommends suspending marketing authorisations for infusion
solutions containing hydroxyethyl starch [2013/06/14]
3. 食品藥物管理局。Hydroxyethyl starch 相關成分藥品安全資訊風險溝
通表。[2013/07/12]

本主題節錄自衛生署發布之用藥安全資訊，以提醒本院同仁用藥時留
意。當醫療人員或病人疑似因為使用(服用)藥品導致不良反應發生時，
請立即於"線上藥物不良反應通報系統"通報，本院藥物不良反應相關訊
息請參考藥劑部網頁。

II. 藥物諮詢問答
II.1. Gemmis 與 Gemzar 在調配時的異同?(毛志民藥師)
無論是 Gemmis 與 Gemzar 規格含量中的 200mg 或 1000mg 皆未含鹽類。
以 200mg 為例觀之，配製方式：
1. Gemzar 係將 5ml 0.9%生理食鹽水注射液加入 200mg 裝小瓶中，溶解後
濃度為 38mg/ml。
2. Gemmis 本是無色溶液，從藥名標示可知 38mg/ml。
雖然都是 38mg/ml，兩者的本質卻是有差別的…
1. Gemmis Inj 38mg/ml，是指 Gemcitabine HCl，含鹽類。(38mg/ml
Gemcitabine HCl = 33.33mg/ml Gemcitabine)
2. Gemzar 溶解後濃度為 38mg/ml，是指 Gemcitabine，不含鹽類。
因 此 Gemzar 完 成 配 製 體 積 為 5.26ml ， Gemmis 卻 為 6ml ， 若 同 以
Gemcitabine 200mg 與體積相除，亦可驗證上述之別。
II.2. 隱藏版醫療科技評估報告何處尋? (毛志民藥師)
藥師週刊第 1766 期曾報導「醫療科技評估報告何處尋?」但是奇怪地是
這置於中央健保局網站「藥材專區」中的專網(網址)，今年起至今日怎麼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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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沒有新文件?

經指點方知，或許是配合會議，視為附件；所以現在報告放到「全民健
康保險藥物給付項目及支付標準共同擬訂會議及辦法-藥品」頁面內(網址)
點選議程項下的「醫療科技評估報告」連結(圖一)，即可見「醫療科技評
估報告-藥品」(網址)(圖二)

偶而見美食節目推出「隱藏版」，原來連官方網站也有此好，雖有意外
之喜，仍建議回歸正途，別玩捉迷藏遊戲，在原「醫療科技評估報告」
也一併更新吧！
※轉載自藥師週刊第 1829 期。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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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I. 醫藥焦點新聞
III.1. 「交付」處方箋有提供二維條碼功能才能拿「A」(毛志民藥師)
102 年度醫院評鑑啟動，三月份新增「2.5.3 應有藥品識別方法、步驟、
及作業程序」之評量項目「A-3 處方箋有加印二維條碼功能」
，近日於「102
年度醫院評鑑及教學醫院評鑑說明會 Q&A」中，明確指出處方箋範圍係
指「交付」處方箋，若有提供二維條碼功能即符合。
不過，食品藥物管理局發現少數醫院未必完全落實建置，其所印出之二
維條碼處方箋並無帶入處方箋之內容，對此發函中華民國醫師公會全國
聯合會、財團法人醫院評鑑暨醫療品質策進會、各縣市衛生局、台灣醫
院協會、行政院衛生署醫院管理委員會、教育部、行政院國軍退除役官
兵輔導委員會、國防部、醫事處及本會，轉知所屬醫療院所及所屬會員
確實辦理，以確保民眾用藥安全。
參考資料：「102 年度醫院評鑑及教學醫院評鑑說明會 Q&A」
※轉載自藥師週刊第 1827 期。
III.2. 嗎啡錠瓶裝改片裝 管制藥品質大躍進！(毛志民藥師)
近日某些藥師可能發現口服管制藥嗎啡錠，由原本瓶裝改為片裝。據管
制藥品管理局製藥工廠人員表示因為口服錠劑改片裝牽涉藥品安定性實
驗、行政流程與舊包裝存貨出清等因素，進度不一；不過，未來將以片
裝為目標；若此，對患者用藥品質與安全來說都是大躍進，除免除目前
瓶裝藥品開封後易氧化變色的老問題外，藥師調劑或交班時清點數量也
會更便捷，值得期待。另新舊品項交替之際，藥師亦須主動告知患者知
悉，以化解疑慮。管制藥品圖片網址
※轉載自藥師週刊第 1825 期。
III.3. 藥局零售醫療器材之範圍及種類即日生效 (毛志民藥師)
6 月 10 日行政院衛生署公告，依據藥事法第十九條第三項規定，訂定「藥
局得零售一定等級醫療器材之範圍及種類」包括：一、醫療器材管理辦
法所定第一等級之醫療器材；二、醫療器材管理辦法所定非植入性第二
等級及第三等級之醫療器材，自即日生效。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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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資料：
訂定「藥局得零售一定等級醫療器材之範圍及種類」
，自即日生效。衛生
署公告。[2013/06/10]
※轉載自藥師週刊第 1825 期。
III.4. 成大藥學系 103 學年度起招生(毛志民藥師)
成大藥學系(六年制)業奉教育部核准於 103 學年度 8 月 1 日正式招生，名
額為 30 名。
1984 年成大醫學院創立之初，曾顧慮藥學系畢業生供過於求而未設立；
隨著成大醫學中心誕生，對藥師專業能力的要求亦不再只是藥物調劑與
供應，但是，放眼當時國內卻沒有以臨床藥學為主軸的課程規劃，1991
年成大臨床藥學研究所(簡稱臨藥所)便因此需要而設立，2011 年與藥學生
物科技研究所合併為同時有碩博士班的獨立所。
20 多年來成大臨藥所培育的高級藥學人才，在藥物研創、藥物發展、臨
床研究與工作能力的展現在藥師各職場域皆有目共睹。藥學系以培養藥
學領域專門人才和學習藥學科學理論為目標，學而優則仕，成大藥學系
的設立，相信對新血藥師的優質化，將注入絕佳的競爭力，提供更精實
的健康照護服務；國內百年藥學教育發展史上開展新頁，值得關注與欣
喜。
國內藥學系創立一覽表
藥學系

創立年

國立台灣大學藥學系

1953 年

國防醫學院藥學系

1908 年

台北醫學大學藥學系

1960 年

2000 年升格藥學院

高雄醫學大學藥學系

1957 年

1999 年升格藥學院

中國醫藥大學藥學系

1958 年

2003 年升格藥學院

嘉南藥理科技大學藥學系(科)

1966 年

大仁科技大學藥學系(科)

1966 年

成功大學藥學系

2014 年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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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資料：
1. 成功大學教務處註冊組。103 學年度起教育部核准本校新增系所學制
班別。
2. 成大臨床藥學與藥物科技研究所。狂賀本校藥學系業奉教育部核准於
103 學年度八月一日正式招生，名額：30 名。 [2013-06-28]
3. 維基百科。藥學系。
4. 國立台灣大學藥學系歷史沿革
5. 國防醫學院藥學系之歷史沿革
6. 台北醫學大學藥學院簡介
7. 高雄醫學大學藥學系歷史沿革
8. 中國醫藥大學藥學系院史沿革
9. 嘉南藥理科技大學藥學系系史
10. 大仁科技大學藥學系簡介
※轉載自藥師週刊第 1826 期。
III.5. 七月起 AIDS 用藥 11 品項降價 (毛志民藥師)
行政院衛生署疾病管制局(簡稱疾管局)曾於 3 月 27 日邀集葛蘭素、艾伯
維、必治妥、默沙東、百靈佳、禾利行、嬌生等藥商，協商愛滋藥價，
七月一日起「後天免疫缺乏症候群治療藥品」(簡稱 AIDS 用藥)11 品項降
價。(表一)
健保藥碼

藥物

B022075100

新核價 舊核價

調價

(元)

(元)

百分比

Lamivudine Tab 150mg (3TC)

90.30

95.0

-4.9%

B022384100

200mg Viramune Tab(Nevirapine)

103.60

110.2

-6.0%

B022396100

Combivir Tab (Retrovir + 3TC)

116.20

145.2 -20.0%

B023607100

Efavirenz Tab 600mg(Stocrit)

262.20

276.0

-5.0%

B024093100

200mg Atazanavir Cap(Reyataz)

171.70

180.7

-5.0%

B024094100

150mg Atazanavir Cap(Reyataz)

156.80

165.0

-5.0%

B024389100

Kivexa F.C. Tab

390.40

398.4

-2.0%

B024560100

Kaletra Tab(Lopinavir/Ritonavir)

85.79

90.3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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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024927100

Celsentri Tabl 150mg(Maraviroc)

163.50

218.0 -25.0%

B024928100

Celsentri Tabl 300mg(Maraviroc)

163.50

218.0 -25.0%

B025286100

Prezista Tab 400mg(Darunavir)

156.75

165.0

-5.0%

去年部分廠商調降藥價 2.1％到 17.5％，平均 3％，已節省政府支出新台
幣 1.7 億元；今年部分廠商調降藥價 2.0％到 25.0％，平均 9.8％，以「新
特滋膜衣錠」(Celsentri®，Maraviroc)150 毫克與 300 毫克降幅最大；以
ATC 分類觀之，Antivirals for treatment of HIV infections, combinations 計 3
項(占 27.3%)、Protease inhibitors 計 3 項(占 27.3%)最多，實際節省金額須
以耗用藥量相乘之方知。
AIDS 用藥因係行政院衛生署疾病管制局委託健保局代辦，檔案置於健保
局首頁 > 藥材專區 > 藥品《用藥品項》第 8 點，一般藥師不易覺察，
儘管貼心地於該網頁第 1 點明列更新日期，但是此類藥品更新價格遲遲
未列入每月更新的「健保用藥品項異動檔及壓縮總檔」中，仍造成負責
更新藥價藥師或人員諸多不便，且易獨漏更新。
搜尋語法：(愛滋 OR AIDS) AND (價格 OR 降價)
參考資料：
1. 林思宇。愛滋藥太貴 疾管局盼藥商降價。聯合報。[2013/03/30]
2. 健保局代辦行政院衛生署疾病管制局後天免疫缺乏症候群治療藥品
[2013/06/13]
※轉載自藥師週刊第 1827 期。
III.6. 澳洲移民搶人才 排除醫院、零售商藥師 (毛志民藥師)
澳洲技術移民 7 月起更新職缺表中，在 5 項遭刪除職業類別中，醫院藥
師和零售商藥師名列其中，其他醫事人員類則仍在列表中。
人才決定未來，據了解澳洲技術移民職業清單隨時可能更新，此次醫院
工作及擔任零售商的藥師在名單除名亦顯示該國此類人才充足，值得有
移民計畫的藥師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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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資料：
1. 瑞琪。移民搶人大作戰 澳洲 2013 年 7 月職缺更新出爐。華濤移民電
子報。2013/6/20
2. May。澳洲技術移民職業清單變動快。華濤移民電子報。2013/3/12
4. Australian workforce productivity agency
5. Skilled Occupation List (SOL) Australia
※轉載自藥師週刊第 1827 期。
IV. 高榮藥品異動(毛志民藥師)
狀態

藥名

狀態

新進藥品 Eylea Inj 2mg/0.05ml

新進藥品

藥名
Difflam Forte Throat
Spray-Benzydamine
3.0mg/cc 15ml(自費)

新進藥品

Invega ER Tab
9mg(Paliperidone)

(Aflibercept)(free)

新進藥品 Lyrica HARD Cap
75mg(Pregabalin)

V. 藥劑部大事紀(毛志民藥師)
日期

事項

2013/07/10~12 醫院評鑑。
2013/07/19

102 年專書閱讀心得寫作藥劑部杜書卿(7/31 於院務會議
公開表揚)、孫憲龍藥師獲評「自我發展與人文關懷組」
第一與第四名；藥劑部獲推廣活動團體評比第二名。

2013/07/19

高榮管藥證字號更新為 QHP08900001404

2013/07/31

癌症治療用藥全面上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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藥師藝文園地
詹道明教授榮退詩 (毛志民藥師)

道骨仙風擁
明德惟馨懷
教一識百恩
授業解惑師
說明：
1. 道骨仙風：指有得道者及仙人的氣
質神采。
2. 明德惟馨：明德：美德；惟：是；
馨：散發的香氣。真正能夠發出香氣的是美德。
3. 教一識百：形容具有特殊的才能、智慧。
4. 授業解惑：授：教，傳授。惑：疑難。傳授學業，解除疑難。
VI.2.

文明－決定人類走向的六大殺手級 Apps 讀後感
(孫憲龍藥師)

一、

緣起：

今年的公務人員專書心得報告的人選，原本在本部今年是用抽籤輪派
的，但前輩被抽到後，問我可不可以幫這個忙，心想試試看也好，便接
了這個任務。而會選這本書的原因是因為書單當中的這本書書名有 Apps
這個單字，一瞬間吸引我的注意，讓我一開始誤以為是拿手的電腦領域
相關專書，再加上其他的書不是太多人寫，就是毫無興趣。所以就選這
本了。（後來才發現和電腦知識沒什麼關係，我誤會了。）
但有幸藉著這次機會，拜讀了現代知名歷史學者尼爾•弗格森所著的這
本”文明－決定人類走向的六大殺手級 Apps”這本書。對於本身在醫療
背景，目前還在對研究日本戰國史有興趣的我，在讀這本書之前，其實
之前在國中和高中學的西方近代史和西方現代史早就全都還給老師了，
所以第一次看完這本書的感想只有「好難呀」
，徹底重新溫習了好久不見
的近代史和現代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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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內容概述：
本書內容共分四大段
1. 前言：對西方文明的興衰
2. 導論：拉瑟提拉斯的提問
3. 正文：又分 1-6 章分別論述西方成為全球霸權的主要原因為具備六個
由制度、相關觀念及行為具體構成的新複合物「競爭」
、「科學」
、「財產
權」
、「醫藥」
、「消費社會」和「工作倫理」。
4. 結論：競爭對手。
三、心得
「百朝春秋隨手閱，一字鑑史幾人同」
。所謂的歷史，就是被人以各種形
式紀錄下來，曾經在過去發生過的所有事情；而每一個時間點世界的態
勢，為現在在世界各地的一連串所發生的事件不斷累積的結果，而所謂
的現在，在下一秒就會變成過去，就會變成歷史，而以未來的角度看著
現在，也是過去，也是歷史。只是對現今發展至如此的原因，每個人看
法不一，或許從我的角度看到的，認為為何演變至此的原因和關鍵，和
其他人的看法不同。
而文明又是什麼??英文中的文明（Civilization）一詞源於拉丁文「Civilis」
，
有「城市化」和「公民化」的含義，引申為「分工」「合作」，即人們和
睦地生活於「社會集團」中的狀態，也就是一種先進的社會和文化發展
狀態，以及到達這一狀態的過程。其涉及的領域廣泛，包括民族意識、
技術水準、禮儀規範、宗教思想、風俗習慣以及科學知識的發展等等。
而在人類學和考古學中，文明也可以指有人居住，有一定的經濟文化的
地區，例如兩河文明、黃河文明。也可以指文化類似的人群，例如基督
教文明、儒家文明等。
這本書作者引用大量的外國歷史和人文地理資料、外加思想史、宗教史、
經濟，科技發展史等多領域的說明和連結，描寫時間的長度高達六百年，
寬度則到全世界，將泛指歐美的西方文明為何能成為現代世界的強權達
五百年，如何能領先發展長達數千年的東方古文明做精闢的分析。作者
將其歸因於西方的六大面向--「競爭」
、
「科學」
、
「財產權」
、
「醫藥」
、
「消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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費社會」和「工作倫理」的發展結果，而這六個所謂決定西方強權的殺
手級 Apps（即代表這六個文明相關複合體是如同軟體般可複製下載的），
即造成了現今西方歐美強權和亞非之間的所謂文化進步的差異，尤其是
在經濟上的差異。
而作者對這六項個面向有自己的一套簡短定義：
1. 競爭：政治與經濟生活去中心化，使民族國家與資本主義獲得發展的
平台。
2. 科學：一種研究、理解，最終能改變自然世界的方式，它使西方在軍
事（以及其他事物）上取得對世界上其他地區的巨大優勢。
3. 財產權：以法治保護人民的所有權，以和平方式解決人民的財產爭
端，並且為最穩定的代議政府形式奠定基礎。
4. 醫學：科學的一門分支，大幅改善了人類的健康和預期壽命，這項進
展使於西方社會，而後擴及到西方的殖民地。
5. 消費社會，一種物質生活模式，衣服與其他消費品的生產與購買，在
這當中扮演核心的經濟角色，一旦少了這種模式，工業革命就無從存續。
6. 工作倫理：一種可以追溯到基督新教（以及其他來源）的道德架構與
ㄒ營動模式。前五項殺手級應用創造出來的社會，雖然充滿動力，但隱
含著不穩定的因子，工作倫理可以為這個社會提供黏著接合的功能。
我每次看到一個段落時，心中一定會閃過的一個念頭是：
「這個時代的中
國又發生了什麼事?是否有相對應的事件呢?」從西元 1400 年明成祖永樂
皇帝執政，鄭和七次下西洋開始，中國歷經了明朝、清朝和民國，直至
分裂成台灣和大陸。在這段期間，中國無論分或是合，是動亂或是安定，
均侷限於以北京為發展中心的所謂中原地區，頂多包含了所謂新疆、青
康藏、滇緬、交趾等地，因為以當代中國文化為主的東方文化，相對於
相互在各方面競爭的歐洲各國，其幅員較遼闊，相對的對於用於內政的
心力和時間，較歐洲各國也多很多。而歐洲各國則為了生存，不斷的重
覆著安內和向外發展的迴圈，在各國競爭求生的情況之下，科學（包含
天文學，物理學，化學和武器，製作及運輸工具相關的機械科學）。
被廣泛的應用和發展，無論在經濟上，領土上，統治人口上，均以極快
的速度迎頭趕上並超越當時已經相當強盛的中國，而後強權中心又將歐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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洲轉移至北美洲，尤其是美國，使美國成為二十世紀時代表的強國，演
變呈如今的態勢。
當時相對穩定，發展已經成熟到一個階段的中國，自然會因為安定的現
狀而缺乏冒險的精神，再加上中國當時因為相對於沒有明顯所未被定義
「溫帶」的氣候，所造成相對於其他國家異常眾多的人口，所造成的幾
個慢慢由興盛走向沒落的結果：
1. 絕大部分人口仍以農業為主所組成的經濟體，造成中國自古以來科技
偶有佳作，卻無法延續改良，如蔡倫的紙，如蒙恬的毛筆，如畢昇的活
字印刷等。
2. 因為人口異常的多，執政者無法有效的管理，造成光安內的時間，會
比攘外的時間多的多，因而形成了所謂的政治壟斷。而且因為農業人口
稠密而複雜，造成中國的社會秩序趨向於靜態，而造成沒有任何的創新，
且均所得相對呈現停滯的狀態，資本存量也不斷縮減。
3. 在亞洲，強國和弱國接壤，勇猛的民族性和膽怯的民族性接觸的結
果，造成對外的競爭意願下降，所以如同著作「國富論」中的亞當斯密
所解釋的，中國未能「鼓勵海外貿易」
，因此失去了比較利益與跨國分工
的好處。而歐洲卻相反的，因為溫帶分布的地區非常遼闊，所以接壤的
國家氣候都非常相似，再加上歐洲上強國並立下，各國想生存或想生活
的更好的私心逼使他們向未知的境外探險和開發，以獲得更多所需要的
物資（如咖啡，香料）和人力（殖民地奴隸）
。而這個階段中國對外較具
大動作的探索和貿易，唯有明成祖在位時的所謂「六次下西洋」
，這點該
佩服明成祖和其他近代歷朝皇帝不同的獨到眼光，雖然根深蒂固的「天
朝」概念，讓船隊下西洋的象徵意義和實質意義差不多。而後等永樂皇
帝駕崩了之後，除了鄭和最後一次下西洋外，中國接下來的海禁令使其
成為內向性的國家。
而同屬於東亞的日本，在這段期間經歷的戰國時代，最後德川家康的東
軍於關原之戰擊敗了西軍，並且成立了德川幕府。但同樣的，作者認為
德川幕府於西元 1640 年頒佈鎖國令的結果，完全措施急速增溫的全球貿
易和移民的好處，且因為營養的分歧，造成了日本人的體格和西方人之
間有相當的落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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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相對於中國，從葡萄牙一開始為了探索香料的遠航而開了貿易遠航的
第一炮，葡萄牙其他的競爭對手也開始複製了葡萄牙遠航的作法，開始
分食海外擴張的利益這一批國家包括西班牙，荷蘭和法國等。
就第一點「競爭」而言，從西元 1500 年至西元 1799 年之間，除了持續
的遠航貿易以外，歐洲不斷的持續發生各種衝突，不是處於混戰，就是
和鄰近的外敵作戰，雖然帶來了毀滅，卻也因此造成了以下三點：
一、鼓勵軍事科技的創新，因而造成大砲的威力越來越強，而船隻也變
的更容易操控。
二、歐洲個個競爭的國家越來越懂得如何籌措軍費，自從義大利從十三
世紀的政府借貸（即所謂的公債）
，而成為現代債券市場的先河開始，荷
蘭政府也提出了讓合資公司取得專賣全並且分享該公司的應業利益，而
以西元 1602 年成立的和屬東印度公司和英格蘭仿效而成立的英數東印度
公司，將權益資本分割成可交易的股份，並由經營者斟酌給於持股者現
金股利。
三、歐洲已經沒有任何國家的君主有足夠實力禁止海外的探險。
所以就競爭造成西方強權而言，作者下了一個結論：這是西歐競爭產生
的動態效果，而東亞的政治壟斷卻遲至了文明的發展。
而在第二點「科學」中，因為競爭的關係，所以作者認為當時西方的優
越本身來自於科學能更有效的適用在戰爭上，政府的運作也較為合理，
包括手槍的射擊成功率和火砲的改良，使各國間的武器逐漸精良，英格
蘭的羅賓斯並結合物理學和三角函數，於西元 1742 年出版了「新砲術原
理」
，使得火砲的作用發揮到最大。另外其實更決定性的發明是「印刷
機」
，在比文藝復興更具決定性的突破的宗教改革的來臨和西元 1517 年
後西方基督教的分裂中，在工業革命之前，扮演了革命性的角色，因為
這可使文字相關的包括所謂宗教書籍能大量的印製流傳，最直接的影響
是識字率逐漸提高，例如在法國，直至西元 1789 年法國大革命為止，巴
黎男性的識字率為 90%，女性約 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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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在其他科學方面，讓科學突破當時的既有藩籬的發明是虎克的顯微
鏡，他並用「細胞」一詞來表示顯微鏡下看到的有機體單元，改變了人
們對自然世界的理解，並奠定生物學和醫學的重大突破，其他在科學上
的發現，例如哥白尼的「天體運行論」，維薩里的「人體構造論」，笛卡
兒的「幾何學」，費馬的「數論」和「機率理論」
，牛頓的「萬有引力」
和「三大運動定律」
，白努利的「流體力學」中的「白努利定理」等，幾
乎都是在這段時間出現的。而包括自然科學和社會科學蓬勃發展的結
果，使當時的西歐國家更具優勢，但是目前由於交通和網路的發達，使
得科學的差距越來越小。
在第三點「財產權」
，人類最原始的慾望之一，當時包括金錢、土地、資
源、自由等，而既然是慾望，自然就會有互相用各種手段爭奪的現象，
而每個人財產權的確保，作者則認為民主是透過帶意志力現正政府來確
保個人自由的神聖性與保障私有財產權。
當時所謂的「新世界」
（即美洲，包括加樂比地區）也是西方之前取得優
勢之一，很多歷史學家認為如果沒有新世界，
「西歐將一直是歐亞大陸一
處落後狹小的區域，必須仰賴東方科技的滲透，文化的傳布與財產的移
轉。」而發現美洲所帶來的，就是殖民文化的開始，只要敢賭上一把，
不畏懼海難，疾病和其他危險的勇氣，就可在新世界得到大量的財富。
而在新世界，來自英格蘭的美洲新移民在當地確認了一項制度，即依照
洛克所訂定的「基本憲法」
，將政治代表權和財產權連結，包括被選舉權
和選舉權，都有一定的門檻在，而這個制度不可否認的，的確是適合土
地廣闊而勞工缺乏的殖民地區，和在財產權雖受到保障，卻只集中在少
數人手中的英格蘭不同，在現今的美國，他們建立了代議制度，也成就
了美國民主制度的基礎，在西元 1619 年他們在維吉尼亞首次組成議會開
始，到西元 1640 年，英屬殖民地已經出現了八個議會，但在西班牙或荷
蘭殖民的中南美洲，卻不像英格蘭的新移民一樣開墾荒地和種植作物，
而只是專注於戰爭和貿易。也因為如此，形成現今北美洲和中南美洲差
距的原因之一應該是這個吧。
由於殖民國家不一樣，所以帶來的制度也不一樣，唯一共通的制度是奴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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隸制度，由於美國南方的煙草田和巴西的甘蔗園都仰賴進口的非洲奴
隸，所以開始的奴隸制度很盛行，但隨者時間的流逝，奴隸制度也逐漸
寬鬆，但因為拉丁美洲的種族區分較北美來的複雜，且北美每年有大量
的歐洲移民不斷的過來，是現今南北美變成如此差異的原因之一。
而作者認為最主要的原因，卻只是純粹因為英國模式廣泛的分配了私有
財產權與推行民主制度，這種作法勝過西班牙模式將財富集中在少數人
手裡與推行專制制度。
在第四章「醫學」中，這裡的醫學是指發展到現代的西方醫學，從西元
1800 年開始經過兩個世紀以後，全球人口出生時的平均預期壽命由原來
的 28.5 歲增為兩倍多的 66.6 歲。而「疾病轉型」是主要的原因之一，由
原來死亡率高的，人們眼中的不治之症，轉型為可預防或可治療的疾病。
西歐的時點接於西元 1770 年到西元 1890 年之間，從丹麥開始到西班牙
結束，而直到第一次是節大戰前夕，因為公共衛生和下水道日趨完善的
關係，使傷寒和霍亂在歐洲大體絕跡，又利用研發的疫苗來加以控制白
喉和破傷風等，因醫學的急速發展，包括外科手術，內科治療，遺傳疾
病，甚至是精神病學，皮膚移植和輸血，對戰爭，或是當時的社會，均
提供強力維護健康的後援。
而之前顯微鏡的發明，更是找出了很多致病菌，對傳染病的治療有極大
的幫助，例如德國細菌學家科霍成工區分出炭疽桿菌害結合桿菌，和發
現了霍亂桿菌；另一位法國學者葉爾桑，發現了傳染鼠疫的桿菌，使黑
死病有機會被解決；雷格瑞研究團隊發現了黃熱病並且研發出可以簡易
注射的疫苗，不需要消毒的針頭和注射器，使得人類壽命大幅度的延長。
但納粹為了醫學的發展，卻將活生生的人做各種實驗，如同紐倫堡大審，
針對 23 名納粹的醫師和科學家進行審判，並出現了紐倫堡宣言，開始發
展人體試驗相關的規定和準則；塔斯基吉梅毒實驗--這個針對美國印地安
人的梅毒觀察試驗，則是美國歷史以來最不名譽的人體試驗。如同作者
所提到說的，醫學原本是對抗疾病的救世主，最後卻被種族偏見與優生
學這種偽科學所扭曲，使一些醫師反倒成了殺人魔。到了西元 1945 年，
「西方文明」似乎已經完全成為充滿矛盾的詞
更如印度國父--甘地所說：
17

意見回饋信箱

高 雄榮民 總 醫 院 藥 劑部

高雄榮總藥訊 2013 ; 22(8)

彙。二戰後，歐洲帝國的急速瓦解應該算是上天給予的，相當公允的懲
罰。
第五章「消費」，在近代消費社會產生的原因和推手，主要是工業革命，
但工業革命並不只是科技的廣泛創新，更是改善品質，產量等的一個技
術更新，即是促使土地、勞動和資本這三種生產要素生產力成長的決定
性因素，而從供給面來看，工業革命追求的是「效率」
。而率先被影響的
的就是紡織業，紡紗機和織布機搭福被改良的結果，造成棉單價從西元
1790 至西元 1830 四十年中間，英國棉的價格下降了 97%，相同的原因，
鍊鐵的產量業大幅上升，而蒸氣機的改良，也使得所需人力和消耗的煤
相對減少。
而如同電腦軟體般的，新科技以驚人的速度在歐陸和美洲被複製下載和
安裝，使的整個歐美的生產能力急速的爬升，原料產量增加，造成產品
維持一定品質，生產量大，價格又下降很多，對於消費市場的人來說，
選擇更多樣化，付出的錢更少，買的東西也變多，逐漸的所謂消費意識
，透過包括人類生活的食（速
也跟著抬頭，形成了一個所謂的「流行文化」
食和飲料）、衣（如勝家縫紉機和牛仔褲）、住、行、育、樂（如音樂和
電影）影響了每個人的生活，而使其背後形成了一些隱藏的微妙訊息，
如可依自己喜好選擇的自由，和大眾喜歡，廠商才願意生產的民主，最
重要的觀念是「資本主義」
，即企業必須藉由商品販賣獲得利潤；另外消
費主力階層也逐漸回歸到生產者本身，使所謂最底層的「薪資奴隸」
「無
產階級」也能購物。但相對的，當時的清朝，尤其是太平天國的期間，
因為沒有下載安裝到這個 app，所以一點想迎頭趕上的趨勢都沒有，反而
工人的整體平均生活水準是下跌的。而鄰近的日本經過德川幕府的鎖國
政策後，因為勝家縫紉機的關係，原本被期望是可以量產各國傳統服飾
的，但是卻變成模仿和穿著西方服飾的源頭，而成為日本和其他國家西
化的源頭。
而被「黑傳」威脅下打開鎖國政策的日本，開始思考著為何西方較為富
強，最後日本的決定是全盤接受，把整套 app 下載安裝，重述自己的制
度，包括仿效德國操練陸軍，海軍則學習英國，公立中小學制度學習美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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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而外表方面，宮廷內禁止象徵尊貴的「齒黑」和「剃眉」
，大臣們看
使剪掉髮髻，開始留起西方的髮型，但個人覺得日本部分人堅守而內收
傳統的武士道精神，對日本強盛之路有相當的影響，在二十世紀初，日
本的紗和布出口量已經超越了德國，法國和義大利，成為了亞洲新興強
權，甚至一度成為全球第二大經濟體。
而相對的馬克斯提倡的共產主義，不可否認的，他們也有正確的觀點部
分，即資本主下私有財產的壟斷，如果過度的發展會造成富者越富，貧
者越貧。不過資本主義已經是趨勢了。但共產主義在某些國家實行到現
在，其實大部分也開始向資本主義逐漸靠攏，尤其是中國。而媒介卻是
源自於美國的牛仔褲。
接下來所謂「投資」的觀念也出現了，對照前面所提到的「股份」和「股
票」
，這類的人成為新興的財富金字塔頂端的人。而外銷，關稅等一些經
濟策略也開始發展，尤其是各國政府為了保護本國產業而升高的關稅，
曾經一度瓦解全球化的發展，使世界貿易一度萎縮了三分之二。不過無
論如何，消費社會成為了一種群眾現象，大量減少了社會階級之間的服
裝差異，而二戰後，繼日本之後，東亞和東南亞也開始持續加速經濟奇
蹟的成長，尤其是南韓，曾是世界成長最快的經濟體，但這些亞洲國家
並非全都遵循日本崛起的模式。
，這種耐穿，
而真正全球化的媒介，是透過電影和行銷推廣的「牛仔褲」
耐磨，耐洗的工作服，對世界各地年輕人來說，象徵著是帶的反叛，是
對戰後世代古板服裝規定不滿的宣洩，重要的是，一度切割了共產世界
和資本主義的差異，只因為其所代表的消費社會，會對蘇聯和共產體系
本身構成致命的威脅。
而「工作」
，則是大多數人累積自身財富最直接的方法，再加上「節儉儲
蓄」的觀念，成為消費社會支撐發展的推手之一。而作者認為是和「新
教」有關，認為辛勤工作和節儉是對上帝的致敬。把原本的「work for live」
轉而變成「live for work」
。作者認為宗教西方文明史的最大貢獻就是這一
點。基督教而流傳至中國之後，之能夠發展的欣欣向榮，主要是因為他
提供了一個倫理架構，使中國人民得以在共產主義急速過度到資本主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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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過程中仍能知所奮鬥，而終至現在，全球之間的差距越來越小是趨勢。
四、結論：
文明是高度複雜的系統，是由大量彼此互動的環節結合而成，而這些環
節在組織上並不對稱，其運作介於秩序和無秩序之間，及文明總是處於
混亂的邊緣，但歷經長久的發展，每次逼近臨界邊緣之後，就會開始向
變，走入一個新階段又回到穩定的演化和發展。而主文提到的六項殺手
級 apps 是西方崛起的關鍵，但這六點有一個共通的詞語「制度」
，風水輪
流轉，現今的局勢與其說是西方的優勢逐漸式微??不如說是其他國家下
載安裝了整套或是部分的 apps，依循著之前西方成功的模式執行程式，
而逐漸所縮小和西方之間的差距，如同之前的日本新崛起，如同現今的
中國重新慢慢奪回世界經濟強權之一。
而如何使台灣現今的困境解決，依台灣現今的文明氛圍，解決方式要從
多方著手，其實台灣對這六大殺手級軟體，基本上都已經下載安裝，也
執行了一段時間，但就根本來看，制度才是最重要的。而最首要的是該
從教育制度和主軸根本改變台灣的思想，接下來是絕大多數人民，尤其
是各政黨和執政者對台灣本身的認同感，包括對台灣未來的使命和發
展，都該有強烈的責任感和旺盛的企圖心，對外態度要堅守主權和尊嚴，
對內則致力於全民的幸福發展，台灣已無分裂的本錢，唯有大家思想改
變，回到逐漸消失的五零年代的民風社會，人民肯打拼，企業肯分享，
上下一心，同舟共濟，才能重現台灣奇蹟。
※ 102 年專書閱讀心得寫作「自我發展與人文關懷組」第四名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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