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藥學部大事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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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藥安全資訊

I.1. 美 FDA 提升止痛劑與鎮定劑併用危險警示 毛志民總藥師
8 月 31 日，美國食藥署就含鴉片類止痛藥與苯二氮平類
（Benzodiazepines）
併用，恐有藥劑過量及抑制呼吸等風險，導致嗜睡、呼吸過慢、昏迷或
死亡。
苯二氮平類藥物影響中樞神經系統，並且可用於治療焦慮、失眠和痙攣，
臨床用途廣泛。如果患者歷經一場車禍後，感到頸部嚴重疼痛，醫生可
能會開立鴉片類藥物止痛、苯二氮平類藥物則可舒緩肌肉過度收縮；同
樣地，服用苯二氮治療焦慮症的患者，也有機會因為嚴重疼痛需要服用
鴉片類藥物止痛。
就美國政府數據顯示，1999 年約有 13%的鴉片類止痛劑致死案例跟苯二
氮平類藥物混用有關，截至 2011 年，類似案例增至 31%，因此死亡案例
約 1.7 萬例。巨星麥可傑克森於生前也曾混用過止痛藥 Hydrocodone
(Vicodin) 和鎮靜劑 Alprazolam (Xanax)，若醫師評估病人情況確實有併用
需要時，儘可能地以最低劑量、最短併用的時間達到治療目標，並提醒
病人服藥期間避免飲酒，留意服藥後的反應等都是配套。
參考資料：
1.止痛劑與鎮定劑混用危險
2.

USFDA.

Opioid

Pain

美 FDA 提升警告。蘋果日報。2016/9/1
or

Cough

Medicines

Combined

With

Benzodiazepines: Drug Safety Communication - FDA Requiring Boxed
Warning About Serious Risks and Death. 2016/8/31
3. 毛志民。麥可用藥，殺機重重！天下雜誌 webon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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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醫療人員或病患疑似因為使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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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息請參考藥學部網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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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藥物諮詢問答
II.1. 治療青春痘使用 Differin 及 Dermalean 凝膠要注意什麼? 曾奕瑄藥師
答：Differin 凝膠是 A 酸類藥品，不可塗抹於破裂皮膚或直接接觸眼口及
黏膜部位。使用後如果有燒灼感，皮膚乾燥，紅疹，搔癢、皮膚脫屑等
情形，應該要回診告知醫生。你很容易曬傷。避免陽光、太陽燈和日曬
床照曬。使用防曬乳液；穿防曬的衣物和太陽眼鏡。
Dermalean 凝膠屬抗生素，如不小心碰觸敏感表面〈如眼、擦傷的皮膚、
或黏膜〉
，請以大量清水清洗。對 Clindamycin 或 Lincomycin 成分過敏者，
請勿使用。
參考資料：高雄榮總藥品辨識系統
II.2. 「高克痢」（Pecolin Suspension）停產後的替代藥品為何?
答：
「舒腹達口服懸液用粉劑」(Smecta, Dioctahedral Smectite Powder
3gm)，健保碼：BC23349116、高雄榮總藥碼：13325。
服用方法：
1. 嬰兒：1 歲以下，每日 1 袋，分成 3 次服用，加入奶瓶中與 50 毫升飲
用水混勻。
2. 兒童：(1) 1 至 2 歲：每日 1 至 2 袋；(2) 2 歲以上：每日 2 至 3 袋。分
成 3 次服用，與 50 毫升飲用水混勻或和半流質如：肉湯、果汁、菜泥、
嬰兒食品混勻後服用。
3. 成人：每日 3 袋，分成 3 次服用，與半杯飲用水混勻後服用；食道炎
病人餐後服用，其他病人宜於兩餐之間服用。
參考資料：
1. Smecta 藥品說明書。食品藥物管理署。2016/8/11 取自
http://goo.gl/f0q3tu
2.

兒童止瀉劑將停產 健保署：有替代藥物。自由時報。2016/8/11
取自 http://goo.gl/AFQkA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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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I. 醫藥焦點新聞
III.1.謠言終結機 用藥安全好幫手 毛志民總藥師
民眾對於用藥知識經常一知半解，甚至以訛傳訛，經常讓藥師、醫師等
醫療人員聞之哭笑不得；食藥好文網「謠言終結機」中的「用藥安全」
問與答 (如圖，網址 http://goo.gl/QnrJiq

)，可供藥師視民眾需要，適

時引用，便可以有利於端正民眾失當的用藥認知與習慣。
目前有 20 則「用藥安全」好文，略可分為 7 類如下：
一、服藥習慣：
1. 吃藥時配果汁應該沒關係吧?
2. 吃藥能配茶嗎?
二、藥品效果:
1. 市面上的防蚊液都能有效驅蚊嗎?有人說小孩、年長者吞藥不易，磨
成藥粉藥效吸收更快，這是真的嗎?
2. 使用退燒藥會延誤治療，是真的嗎?
3. 朋友說中藥西藥可以同時吃，不會有問題，是真的嗎?
4. 避孕藥磨粉洗頭助長髮?
5. 常常有人說沒事吃點胃藥，對於健胃整腸有幫助，這是真的嗎?
6. 小寶寶腹脹腹痛，可以用薄荷油按摩紓緩腹部不適嗎?
三、藥品代謝：
有人說吃一顆普拿疼會在體內殘留五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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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不良反應：
1. 有些西藥容易傷胃，所
以吃藥一定要加胃藥
是真的嗎?
2. 使用含有
acetaminophen 成分藥
品會傷腎，是真的嗎?
3. 長期使用口服避孕
藥，會造成日後不孕
嗎?
4. 美國全面禁止 2 歲以
下幼兒使用感冒藥及
退燒藥嗎?
五、藥品儲存：
1. 把藥放冰箱，可以保存
更久，是真的嗎?
2. 藥瓶開瓶後，瓶內的棉
花、乾燥劑不能丟，因
為要保護藥品，是真的
嗎?
3. 藥粒一定要裝在褐色
玻璃藥瓶嗎?
六、剩藥處理：
1. 家中剩藥直接丟垃圾
桶應該可以吧?
2. 過期的藥品仍然可以
吃，只是藥效減半?
七、藥品分級：
保力達 B、維士比是飲料嗎?為何藥局才可購買呢?
※轉載自藥師週刊第 1980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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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I.2.食藥謠言爆料公社 揪出謠言拿大獎 毛志民總藥師

食藥署於 8 月 5 日至 9 月 5 日舉辦「食藥謠言爆料公社，揪出謠言抽好
禮！」活動(如圖)，網址 http://goo.gl/VHKaNR

，藥師若想追根究柢、

一吐為快，都可以參加；輸入欄位包括：1. 選擇謠言類別：食品、藥品、
醫療器材、化粧品；2. 謠言來源：通訊軟體(如：LINE)、社群網站(如：
FB)、網路論壇(如：mobile01)、其他；3. 謠言主題；4.謠言內容；5. 針
對提出的謠言提供正確解答或正確網址，可增加得獎機率；6. 檔案上傳
(支援格式：jpg, gif, png, pdf. 總附件容量須小於 2Mbytes); 7. E-mail；8. 願
意收到闢謠專區電子報與否；其中 5,6 非必要輸入欄位。
得獎公布日為 9 月 19 日下午五點前，獎品有

BMXrobot MAO 自動回

充 HEPA 掃地機器人 (1 名)、Rowana 27 吋鋁框行李箱 (1 名)、Oster 隨
行杯果汁機 (3 名)、VACUUM 保溫杯 (20 名)，預祝中獎。
III.3.「醫指付」App 就醫預繳免排隊 毛志民總藥師
台灣私立醫療院所協會和國際發卡組織 Visa 昨宣布，年底推出「醫指付」
App，民眾只要滑手機，就能支付自己或親友的醫藥費、免再排隊繳費，
且不只 Visa 卡，MasterCard、美國運通等也可刷卡付費，預計第一波於
年底有全台長庚和高雄醫學大學附設醫院率先提供服務、新光、國泰、
中國醫藥大學附設醫院、彰化基督教醫院則將於明年初上路，合計 6 家
醫學中心加入，明年底會再有約 100 家公私立醫療院所加入；初估看病
民眾至少可省下 10 分鐘排隊繳費時間；再單以前年全台長庚門診 60 萬
人次、急診 4 萬多人次、住院病人數累計 20 多萬人次為例，一旦手機繳
費上路後，估計全年將有 84 萬人次受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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參考資料：
黃仲丘。
「醫指付」App 繳醫藥費免排隊。蘋果日報。取自 2016/8/20
http://goo.gl/HAOCW1
III.4.必要藥品清單草案公布 14 天內收集各方意見 毛志民總藥師
8 月 24 日食品藥物管理署(食藥署)發布委託台灣臨床藥學會邀集各醫學
中心參與討論，共同擬定之「預告訂定藥事法第二十七條之二必要藥品
清單草案」品項共計 968 項，將進行為期 14 天的預告評論期，以蒐集各
界意見。
此份清單綜括三高、心血管疾病用藥、疫苗、抗感染及安眠藥等品項，
是依據世界衛生組織（WHO）Essential drug list 架構，並參考衛福部中央
健康保險署之必要藥品及特殊品項清單、曾向中央衛生主管機關通報，
並於國內發生不足供應情形之藥品，及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審酌認定的
藥品。
食藥署為強化廠商預先通報必要藥品不足供應機制，持有經公告為必要
藥品之許可證者，如有無法繼續製造、輸入或不足供應該藥品之虞時，
應依藥事法第二十七條相關規定，至少於六個月前向中央衛生主管機關
通報；如因天災或其他不應歸責於藥商之事由，而未及於前述期間內通
報者，應於事件發生後三十日內向中央衛生主管機關通報。其通報方式、
內容及相關應遵行事項，依 105 年 7 月 11 日公告「必要藥品通缺通報登
錄及專案核准製造輸入辦法」規定辦理。
參考資料：
1. 食品藥物管理署。預告訂定藥事法第二十七條之二必要藥品清單草
案。2016/8/25 取自 http://goo.gl/rmpYMR
2. 蔡明樺。近千款常用藥 短缺須通報。蘋果日報。2016/8/25 取自
http://goo.gl/tYPHeU
3.

全民健康保險署。罕見疾病用藥、必要藥品及特殊品項清單。2016/8/25

取自 http://goo.gl/wzfG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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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眾教育藥文

IV.1. 藥品保存與剩藥處理

姚玨珍藥師

在門診時常會有病人向藥師詢問藥品拿回家以後要存放在那裡較適合?
藥品可以存放多久?吃不完的藥可以拿去那裡丟???等等疑惑。其實每個
人身旁都會有多多少少的藥品，不論是正在使用治療用的藥物，還是備
用在身旁的常備藥品，那藥品到底該如何保存，才能讓我們在使用藥品
時不至於產生危害呢?其實藥品跟食物一樣，都是有保存期限的。
一、

如何妥善保存藥品：多數藥品是室溫儲存，因此，乾燥、陰涼、

避光的地方為最佳存放位置，其他應注意的事項有：
1.避免直接曝曬於陽光之下。
2.避免存放於浴室。
3.避免存放於兒童可以取得之處。
4.內服與外用藥品應分開存放，以免誤用。
5.保留藥袋及說明書、原包裝、有效日期、用法和用量等資料。
6.冰箱冷藏是指下層(2－8℃)，除非另有指示，液體藥品不宜冷凍。
7.定期檢查家中藥品，過期藥品不宜繼續保存。
8.藥品一旦開罐，罐內所附的棉花和乾燥劑，就必須立刻丟棄，否則會
因吸附水氣，成為藥罐內的一項汙染源！
二、

如何辨別應該丟棄的藥品?

藥品開封後最好盡快使用，不長期存放。需注意的是，藥罐上標示的
有效期限是「未打開包裝」狀態下良好保存的期限，打開包裝後，有效
期限就會縮短。
1. 藥品如果超過有效期限就應該丟棄。
2. 打開包裝後，因會受到環境中粉塵或細菌污染，一般建議口服藥或外
用藥 3 到 6 個月；眼用藥或口服液劑超過 1 個月，就不要使用。
3. 藥品外觀若變色，就不要使用。有些藥品，雖仍在有效期限內，但會
因受環境中濕氣影響，變質潮解，需要丟棄。
4. 口服排裝藥品：基本保存方式可讓藥品放置到其保存期限。
5. 抗微生物懸浮劑：抗微生物懸浮劑使用前須加入冷開水泡製，泡製
後需冷藏保存以確保抗微生物製劑的效價(未泡製則遵照基本保存方式
即可)，此外泡製後冷藏保存 7-10 天後也需丟棄(不同藥品有不同保存期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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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
三、

廢棄藥物如何處理?

可先將家中的廢棄藥品經下列簡單處理的步驟丟棄至垃圾桶內，隨著垃
圾運送至焚化廠進行焚化。
（1）將剩餘的藥水及沖洗藥罐的水倒入夾鏈袋中密封。
（2）將剩餘的藥丸從包裝（如鋁箔包裝、藥袋等）中取出，集中在 同
一夾鏈袋密封後，可隨一般垃圾一起清除。
（3）把泡過的茶葉、咖啡渣或用過的擦手紙與藥水、藥丸混合在一
起。
（4）回收乾淨的藥袋和藥水罐。
※轉載自高雄榮總醫訊。2015;18(10):13。[文章連結]
V. 藥師藝文園地
V.1. 人生好比實驗室－《一切都是誘因的問題》讀後感 毛志民總藥師
甫見書名就感到有趣和懷疑，
「誘因」會是找對人、用對方法、做對事的
關鍵思考嗎?
作者葛尼奇和李斯特都是經濟學家，大膽走出實驗室，以現場實驗為行
為經濟學打開全新的視野，並把學術文章變成普羅大眾都能看得懂的內
容，光是此舉，便深感敬佩。
在書裡前言中，關聯性與因果律的論述令我嘆服，佐以實例說明大數據
的關聯性，常被誤解為因果關係，就像發表於期刊上的健保資料庫研究
成果，經常被媒體錯誤解讀般，惹得病人驚慌失措，令醫療人員和研究
者啼笑皆非。
作者認為「誘因」不是單純的工具，隱藏的真正動機絕對比表面看到的
更複雜，不見得總是依循所設想的方式運作；現場實驗能提供一般民眾、
教育者、及決策者等所需要的「硬資料」
，不但可以避免犯下重大錯誤，
同時能深入了解應該服務的對象：那些「誘因」真的能發揮激勵的功效，
原因何在?本書中探討性別差異、教育落差、歧視等重要問題，綜整書中
內容，提出個人見解與論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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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金錢萬能嗎?
做得好有賞，對錯了該罰，從小到大，我們多是在「獎」與「罰」中學
習，也許曾受獎金驅使而克服萬難做「對」的事；但是，金錢誘因可能
產生反效果。
幼稚園為了改善遲接孩童問題，決定對太遲來接小孩的父母開罰，讓原
本深感愧疚的父母從此「心安理得」
，自問何必為區區幾塊錢，在車陣裡
衝鋒陷陣?反倒讓晚接孩子的家長數目大增。
金錢可能往往會改變我們對關係的觀感，就像遇到一個迷人女孩，交談
中談到金錢，可能完全改變雙方互動的意義，而且羞辱了對方；某鎮以
每回收一個空汽水罐，就可以得到 5 分錢獎賞的新措施實行後，原本自
視為環保份子者，可能意識到別人會以為她貪小便宜或生活潦倒，停止
做資源回收。
我們首要考量地是採取的誘因會不會反倒排擠掉自發意願，就是即使沒
有任何誘因，也願意盡力做到最好，正如兒童理財顧問李錦在《東網》
專欄，提到以金錢作為子女努力的原動力，會破壞和削弱孩子願意主動
嘗試的內在動力。因此，金錢不見得萬能，拿你我重視的時間、形象、
健康等作為獎賞，往往比區區幾張鈔票更能激勵。
作者又以完全不給獎金，或付出高額獎金的假設進行實驗，參與學生果
然如預料經常到健身房報到，進一步檢視為了錢而每個月去健身房 8 次
的學生，在停止付款後，上健身房的次數反而倍增，因為改變作息，找
到時間養成規律運動的新習慣，報酬轉變為身體更健康、心情更好。
所以，金錢很管用，但只有用對時才管用；關鍵在於要知道人們重視什
麼，就能運用誘因來產生預期效益，促使人們表現所期望的行為。
貳、男女大不同?
作者的研究發現：女性習慣規避風險，不喜歡競爭性強的工作；如果找
路，女性獲得幫助的機率很大。
為了檢驗男女的先天好勝心，作者遠赴坦尚尼亞、極端父權至上的馬賽
部落和印度東北部、母系社會的卡西部落，結果是馬賽女子的好勝心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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不會輸給西方女子太多，卡西女子更普遍比男性喜歡競爭，而且當女性
擁有更大經濟影響力時，社會往往變得更尊重共識和熱心公益。
儘管現今社會強調兩性平權，好勝心是後天教育或文化使然的結論，對
身為兩個女孩的父親而言頗為驚訝，捫心自問，從孩子幼年至今，或多
或少都不經意地流露性別偏見，應該關心孩子教育和社會化的過程，要
特別鼓勵女兒在課堂上或運動場上競爭，不要自我設限，相信自己可以
心想事成，達到任何目標。
此外，女性比較會避免薪資談判，當事求人廣告加上薪資「可商議」
，應
徵者的性別差異就會縮減；徵才沒有明確說明遊戲規則，女性通常會避
免應徵，男性卻欣然接受，如果希望應徵者的男女比例平衡，要明確描
述工作內容和福利薪資等相關細節。對身為教學計畫主持人的我而言，
面對女性為主的新進同仁或實習學生時，講述訓練計畫內容時的相關細
節就需要明確，才能滿足學員需求。
參、贏在起跑點?
妻子一直擔心孩子輸在起跑點，長大成人沒辦法與他人競爭，本書中有
許多關於消弭教育落差的研究結果確實讓我安心些，作者讓我們知道學
生、教師與家長都各有其重要性，攜手合作，對孩子的未來幫助最大，
而我與妻一向都關心孩子學習表現，參與學校活動，與老師保持良好互
動，共同幫助孩子在學校有好的表現。
賄賂孩子，給孩子獎金，希望他們考試拿高分，同時也威脅他們，如果
成績沒有達到標準，就會收回這筆錢；鼓勵教師，教師採取團隊教學方
式可以得到大筆獎金，但只要表現不佳便會失去，這些的行為操控效果
最好。這類教學激勵模式是否也適用於職場中的教學活動呢?或許值得一
試；國立臺灣大學教務處師資培育中心田芳華博士亦曾進行金錢誘因、
動機與教師研究生產力相關研究，對金錢誘因政策提供參考建議。
參與幼兒教學的家長，因為掌握了輔導孩子的有效工具，他們的孩子在
課程結束後，仍然能持續表現良好。陪伴孩子共讀、教學相長，讓我想
到曾與孩子討論「第一位華人諾貝爾醫學獎得主」
，試圖透過主題式學習
培養跨界能力的點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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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新聞報導中知道是屠嗷嗷，研究的是治療瘧疾的青蒿素。孩子覺得她
的名字“呦呦”很特別，於是透過網路查找，得知是取自《詩經》中的句
子：
「呦呦鹿鳴，食野之苹。我有嘉賓，鼓瑟吹笙。吹笙鼓簧，承筐是將。
人之好我，示我周行。呦呦鹿鳴，食野之蒿。我有嘉賓，德音孔昭。視
民不恌，君子是則是傚。我有旨酒，嘉賓式燕以敖。呦呦鹿鳴，食野之
芩。我有嘉賓，鼓瑟鼓琴。鼓瑟鼓琴，和樂且湛。我有旨酒，以燕樂嘉
賓之心。」其中「食野之蒿」，據宋代朱熹註釋：蒿，即青蒿也。
接著以她從古代製藥醫學家葛洪《肘後備急方》：「青蒿一握，以水二升
漬，絞取汁，盡服之。」得到靈感，實驗發現高溫可能會破壞該治療瘧
疾的成份，於是改用較低溫的水搭配乙醚來萃取，提高產量。我們討論
了青蒿素的理化特性，接著查出由葛洪是東晉藥學家，
《肘後備急方》是
在廣東羅浮山修煉期間完成，再透過網路，我們也可以知道其地理位置
及風景圖片。
單從這次經驗，我們學習到生物、健康、國文、理化、歷史和地理等不
同學科的知識；2015 年 11 月 13 日，帶著孩子參加高雄場「國際閱讀教
育論壇」，聯合國教科文組織全球讀寫計畫（UNITWIN）主席赫伊奇‧呂
蒂寧（Heikki Lyytinen）提到父母關注孩子的學習越多，對閱讀技能的助
益越大，而以父母對孩子的認識，也能配合老師，善用科技引導學習，
啟動孩子的學習動機，都和作者論述不謀而合。
肆、待遇大小眼?
我們對於種族、同性戀、殘障人士或性別等存在偏見嗎?作者認為敵意的
歧視是對「他人」的憎恨，經濟上的差別待遇則是先為自我利益著想；
敵意與種族主義演變成經濟歧視，也可能結合經濟上的差別待遇。
隨著文明進步，充滿敵意的歧視漸漸消失，經濟上的差別待遇則是新興
的現代問題，和自身利益有關，為了滿足自己的慾望，而傷害別人。像
是信用評等好的人，發生債務違約風險低而貸款利息低；因為女性駕駛
人出車禍的機率較低，所以保險費較低；讓售貨員知道您會貨比三家，
他就不會開高價坑您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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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作者以年齡長幼、男女性別、黑白膚色組合搭配問路的結果印象深
刻，不分種族，年輕的女性獲得幫助的機率很大，年長的黑人男性比年
長的白人男性獲得幫助可能稍多，不分性別和種族的中年人及年輕白人
男性也常獲得幫助，但是，年輕的黑人男性因為是犯罪率最高的族群則
不然，進一步研究發現，讓年輕的黑人男性穿著西裝革履，可能是從服
裝透露「安全」訊息，所以能成功問到路，因此是衣著影響別人對待，
真是佛要金裝、人要衣裝，對於身上露出滿是刺青的陌生人，我們確實
多是基於恐懼和自我保護的心理而避而遠之。
伍、追隨領頭羊?
作者以科學研究翻新募款方式，探討捐款背後的動機，包含同儕認同、
自我肯定、提高自尊心、節稅、利他和慷慨等複雜面向。
當捐款者得知已經募款達到目標的一半或更高時，捐款意願會提高更
多，也就是跟隨領頭羊，一起為偉大的目標奮鬥。此外，承諾相對捐款
的效果很好，而且買一送一(即 1:1 相對捐款，每捐一元，組織會收到兩
塊錢)和買一送二(每捐一元，組織會收到三塊錢)或買一送三沒有差別。
以捐款送彩券抽獎比美人更能帶動持續捐款，把捐款當投資，既是造福
別人，也能為自己帶來好處。最感到意外地是，給人們選擇退出的機會，
反倒能增加捐款，還能為未來有效募款奠定良好基礎；因此，人之所以
捐款，除了幫助別人外，多半是為了自我利益，作者以實證反駁了慈善
單位募款 33%種子基金等慣用手法。
行政院主計處家戶可支配所得成長情形粗略推估，2013 年捐款總額約為
537 億元，民眾可謂樂善好施；但從台灣公益組織透明度情形分析可知：
一、缺乏誘因：捐款人不主動尋求資訊；二、無強制性：組織未提供或
僅提供有限資訊；三、揭露標準不明確：資訊取得或解讀不易等可知公
益組織在資訊透明度上仍嫌不足，善款使用流向更經常遭受質疑，長期
以往可能影響民眾捐款意願。
陸、想像做決策?
作者透過影片出租 Netflix 公司決定分拆郵寄 DVD 到府和影音串流為兩
種不同服務，提高了月租費，訂戶必須登入兩個不同的網站，引發顧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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怨聲載道、股價大跌，估計損失數十億元，被視為管理糟糕的公司。對
照醫療導險巨擘 Humana 以實驗證明在醫療部門普設藥局比較賺錢，透
過有效的處方和自我照護來協助年長者，老人家就不用常常進出醫院，
發現派護理師探訪病人是最能幫助病人改善健康或穩定健康狀況，同時
能有效管理成本的行為介入措施，讓我們感受到實驗的重要性。
書中分析企業進行實驗的障礙是掌權者喜歡緊抓權力，不希望被點破盲
點；官僚制度的惰性，一再拖延；還有如果選擇做實驗，似乎暗示不知
道答案，會損及專業形象，沒辦法做好自己工作的心理煎熬。主管太愛
出點子，貿然付諸實施會引起強烈反彈；員工多好採用傳統方法做事順
手，行得通就似乎安全，對需要面對重重挑戰的組織發展而言都是有隱
憂的。
當然，改變歷經考驗的思維模式，不是容易的事情，結合領導人的膽識、
教育訓練和實作經驗，才能塑造注重實驗的文化。對自己而言，培養實
驗設計的思維就是制定明確目標：知道自己想改變什麼，如何衡量成果，
先聚焦、再衡量。對組織而言的可行作法有二：一、由上而下：鼓勵改
善績效的實驗，訓練員工設計和執行實驗，分析數據並據以推論；二、
由下而上：員工進行小規模的現場研究後，向管理階層簡報結果，提供
相關成本效益分析。透過測試小構想，再將其中好構想擴大推行，擴張
成效。
柒、結論
「錯誤是可以預先預防的，但人們卻不斷犯下代價高昂的錯誤。」是閱
畢本書後，在腦中不時浮現的一段話；如果想讓某人做某件事，要想清
楚你激勵的對象是誰?應該什麼時候?在哪裡?採取什麼方式激勵?及激勵
到什麼程度最妥當?這些細節都得小心處理。
誘因會影響結果，可以透過設計適當的誘因，隨時調整，來符合最初希
望激勵的動機。我們可以懷抱好奇與熱情地開發及運用有效的誘因，蒐
集大量的回饋之後，可以測試、測試、再測試，找出真正有效方案，並
了解背後原因，運用這些知識，根據扎實的實證資料來改變孩子的行為、
激勵員工、吸引顧客，甚至說服自己做某些事情，人生好比實驗室，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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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調控誘因的實驗，我們既可以知其然，知其所以然，又能避免憾事發
生，讓自我成長及組織發展得更好，何樂不為?
參考資料：
1. 兒童理財：金錢作誘因的壞例子。2016/6/1 取自：http://goo.gl/bALWw5
2. 金錢誘因、動機與教師研究生產力資料開放。2016/6/1 取自：
https://goo.gl/xDacNZ
3. 公益觀察 2014。2016/6/1 取自：https://goo.gl/mtCRqz
※榮獲高雄榮總 105 年度公務人員專書心得寫作「公共政策與管理之能
組」第一名。
VI.

藥學部大事紀

2016 年 8 月 13 日王子誠藥師、黃慈婷藥師及巫奐儀醫師組隊參加第 17
屆醫療品質獎實證醫學類文獻查證用藥組獲銅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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