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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作動機

本身就讀於中醫系雙主修醫學系，因有感於台灣民眾對於癌症篩檢存在不合實際的認知，以及不了解實證醫學

的觀念，再加上醫病關係的惡化，導致「防衛性醫療」在醫界盛行，以及醫療訴訟增加，結果是醫生與病人兩敗俱傷。因此
希望藉由樸實的文字，透過闡述癌症篩檢的正確觀念，介紹實證醫學，以期修補惡化的醫病關係，避免防衛性醫療，最後達
到醫病雙贏的目標。

你寧願得到1000美元，或是一

沒想到，丹尼爾醫師卻堅定地告訴

為培養台灣科普寫作新一世代的活潑

次免費的全身電腦斷層掃描？在

老先生：「根據我的專業知識，PSA

風貌，《科學人》雜誌與財團法人國

某個隨機訪問500位美國人的電

檢測給你帶來的好處並不會大於壞

立自然科學博物館基金會等單位，自

話調查中，73%的受訪者表示他

處，因此我不建議你做這項檢測。」

2007年起合作舉辦「人與自然」科

們會選擇電腦斷層掃描……我寧

後來，這位老先生被查出罹患攝護

普寫作桂冠獎。

願選擇付1000美元，避免接受

腺癌，而丹尼爾醫師則因為他的「醫

三年下來，參加寫作研習營的學員

這種篩檢—並安心好好活著。

療疏失」而吃上官司，最後，丹尼爾

有增無減，參賽作品水準也日趨提

— 蓋格瑞澤（Gerd Gigerenzer，德國柏林
普朗克人類發展研究院適應行為與認
知中心主任）

醫師任職的教學醫院必須賠償100萬

◆

編輯說明

◆

升。為鼓勵參賽者、並讓讀者有機會
一閱這些優秀創作，本期《科學人》

美元。
丹尼爾醫師真的錯了嗎？

特別刊出第三屆比賽的兩篇二獎作
品。（本屆比賽首獎從缺，是由於評
審群對於首獎有更高的期待。）
為呈現作品原始風貌，《科學人》

是一則發生在美國的真實故

這

什麼是醫學篩檢？

事。丹尼爾醫師眼前的這位

故事中的PSA檢測，是一種醫學篩

老先生，徬徨地盯著他，

檢。什麼是醫學篩檢呢？我們可以用

編輯部僅協助文章科學敘述上的修

希望丹尼爾醫師能夠告訴他，究竟該

正、文字校對、配圖與插圖繪製，並

不該做PSA檢測？所謂PSA檢測，是

今天我要煮一鍋紅豆湯，但在拿紅

刊出「創作動機」與「評審意見」，

測量男性血液中的攝護腺特異性抗原

豆的時候，不小心把紅豆和綠豆混在

供讀者參考。

（prostate specific antigen），希望能早

一起了，面對著眼前這鍋混雜在一起

欲欣賞第三屆比賽的更多作品，可至

期發現攝護腺癌。因為攝護腺癌「通

的紅豆與綠豆，我要怎麼樣揀選出我

http://fun.nmns.edu.tw/from/index-1.

常」會製造出PSA，使得血中的PSA

要的紅豆，順利煮出一鍋紅豆湯呢？

php?m=2&m1=6&m2=19&id=30

濃度升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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篩紅豆的例子來理解。

當然，我可以憑著愚公移山的精
2010 . 05

量將我不想要的綠豆篩掉，在37顆
綠豆當中，有29顆正確地被我篩掉了
（真陰性），我們可以說，這次篩檢
對於綠豆的「特異度」（specificity）
為29除以37，也就是78.4%。特異度
越高，代表能越正確地將欲篩除的目
標過濾掉。
好，現在我們來到實際的臨床決策
情形。今天有一位健健康康、沒任何
乳房症狀的50歲女性，為了提早篩檢
出自己是否有乳癌，而做了「乳房攝
影」。針對40歲以上女性使用乳房攝
影來篩檢乳癌，其敏感度約75.6%，
特異度約94.9%。這位女性的檢查結
果為陽性，即乳房攝影看起來像是乳
癌，那麼，這位女性真正有乳癌的機
率是多少？75.6%嗎？錯！94.9%嗎？
也錯！答案是，不知道！
回到我們簡單的豆子圖，上面雖然
介紹了敏感度以及特異度的概念，但
這兩個概念都是經由事後計算篩選結
果，統計分析而得到的。在實際篩選
紅豆的過程中，我們最需要知道的資
神，一顆一顆用眼睛分辨是紅豆還

篩檢紅豆，就會有兩顆比篩子孔還小

訊是：篩出來的豆子中，有多少是紅

是綠豆，用手工揀選出紅豆來。這麼

的紅豆被我們遺漏了（不該被篩掉而

豆？以圖中的例子來看，總共篩出了

做，就可以一顆紅豆也不遺漏，煮出

被篩掉，即偽陰性）；同時，也會有

43顆豆子，其中有35顆是我想要的

一鍋純粹只有紅豆的紅豆湯── 但是

八顆比篩子孔還大的綠豆被我們誤篩

紅豆，也就是說，在我最後所煮的紅

這麼做太浪費時間了！有沒有其他方

出來（不該被篩出而被篩出，即偽陽

豆湯中，紅豆所佔的比例是81.4%，

法，可以快速地篩選出紅豆呢？

性）。經由這次篩檢，我浪費了兩顆

這個概念，就叫做「陽性檢測率」

用篩子！

紅豆，而且煮出來的紅豆湯中，混雜

（positive predictive value）。陽性檢測

一般來說，紅豆比綠豆大，因此，

了八顆綠豆。我們要怎麼樣表示這次

率的大小，會隨著篩檢對象的相對族

篩檢的成果呢？

群比例而改變。例如，若我們將圖中

我們可以選用適當大小的篩子，將紅
豆給篩出。而這個過程，就叫做「篩
檢」（screening）。

我的目的是要盡量篩檢出紅豆，
在這次篩檢中，總共有37顆紅豆，

黃致翰目前就讀於中國

影像來源：達志影像

以102頁圖中的例子來看，紅豆、

篩檢出了35顆（真陽性），我們可以

醫藥大學中醫系雙主修

綠豆各有37顆，而平均來講，紅豆比

說，這次篩檢對於紅豆的「敏感度」

醫學系，興趣是中醫、

綠豆還大顆。但是，我們可以看到，

（sensitivity）為 35 除以 37，也就是

並不是所有的紅豆都一樣大，也不

94.6%。敏感度越高，代表可以篩出

學，第一本著作《什麼

是所有的綠豆都一樣小。紅豆及綠豆

越高比例的紅豆；相對來說，低的敏

是中醫，這才是西醫》即將完成，希望將

的大小分別呈現常態分佈。因此，若

感度代表篩出篩檢對象的成效不彰。

來開一家有機料理餐廳。個人部落格為：

我們以圖中垂直線劃分出來的大小來

除了盡量篩檢出紅豆以外，也得盡

sa.ylib.com

實證醫學、科學哲學、
心靈哲學、認知神經科

http://www.wretch.cc/blog/elleryhua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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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每一顆紅豆都當成是 10 顆紅豆，
那麼所篩出的紅豆就會變成 350 顆，
而誤篩出的綠豆還是八顆，所以，所

性，那麼真正得病的機率是多少？
但是，真正的臨床篩檢，並沒有這
麼單純。

檢乳癌的乳房 X 光攝影，或是篩檢子
宮頸癌的子宮頸抹片檢查。
只要是篩檢，就無可避免會有假陽

有篩選出的豆子中，真正是紅豆的

回到開頭的故事，丹尼爾醫師為何

性產生。在大部份的癌症篩檢中，所

比率，也就是陽性檢測率，就提高到

冒著吃上官司的風險，建議病人不要

有篩檢為陽性的病人，接著就是進行

97.8%（350除以358）。

做PSA攝護腺癌篩檢？

組織學的確診── 在你身上挖一塊
肉。在上述乳房攝影的例子當中，陽

在乳癌的例子中，乳癌盛行率
（prevalence，具有某疾病者在整個

理由一：假陽性

性檢測率只有9.2%，也就是說，每篩

族群中所佔有的比率）大約是千分

如同前面對醫學篩檢的介紹，我們

檢出一個乳癌的病人，就有九個健健

之6.8，計算後可得陽性檢測率為

知道，篩檢一定會有假陽性的存在。

康康的人要無緣無故被挖上一塊乳房

9.2%，因此，這位女性有乳癌的機

那為什麼我們要「篩檢」癌症，而不

組織！

率，從原本的千分之6.8，因為乳房

直接「診斷」癌症？因為癌症的診斷

攝影結果為陽性，而上升到9.2% 。

通常需要組織學的病理診斷── 簡單

理由二：
過度診斷及過度治療

同樣的檢測工具，敏感度以及特異

的說，就是用一根粗粗的針，挖你身

度通常是固定的，因此，醫學上評估

上的一塊組織，再放到顯微鏡下看看

醫學篩檢，還有個比篩紅豆還複雜

某種篩檢工具的成效如何，看的就是

這些組織細胞是不是長得惡形惡狀的

的問題。所謂假陽性，就是事實上

這個篩檢工具的敏感度以及特異度。

癌症。而因為我們都不想變得千瘡百

沒有癌症，卻被懷疑有癌症而必須

但是，在臨床實際的篩檢過程中，更

孔── 讓醫師在我們身上所有可能長

做進一步侵入性檢查的病人。而真陽

重要的卻是結合敏感度、特異度，以

癌症的地方挖一塊組織下來檢查，所

性呢？那些被篩檢出為癌症，並且在

及篩檢對象的疾病盛行率去評估陽性

以只得使用各種「非侵入性」的癌症

後續的組織學病理檢查中確診為癌症

檢測率，這樣我們才能得到一個真正

篩檢工具，來提早發現癌症，例如上

的病人，就真的是癌症嗎？沒錯，組

有用的訊息── 若是篩檢結果為陽

述篩檢攝護腺癌的PSA抽血檢測、篩

織學確診為癌症的病人，當然就是癌
症，只是，這個癌症的概念，可能與
原本的概念不同了。

從篩選紅豆的例子
看醫學篩檢

篩選出的紅豆：35

在癌症篩檢出現以前，醫生們只能
等到癌症在病人身體造成症狀，甚至

紅豆、綠豆各有37顆，混
雜在一起後，如何將它們
分開？用篩子來篩選而產
生的結果，可說明醫學篩
檢的檢測率。

是造成死亡，再對其進行組織學的檢
敏感度：

35
＝94.6%
2＋35

查或大體解剖，以確診為癌症。接
著，醫生們再研究這些癌症的各種特
性，例如造成的症狀、五年存活率、
治療方法、治癒率等，最後形成各種
癌症的概念及描述。

遺漏的紅豆：2

特異度：

但是，在癌症篩檢出現之後，醫生

29
＝78.4%
29＋8

們藉由癌症篩檢，發現了許多沒有造
成症狀的癌症，那麼，我們能保證這
些經由篩檢發現的無症狀癌症，跟原
本研究的癌症特性是一樣的嗎？答案

過濾掉的綠豆：29

誤篩出的綠豆：8

是，不行。

35
陽性檢測率：
＝81.4%
35＋8

根據美國的研究報告指出，男人一生
得攝護腺癌的機率高達60 ~ 70%！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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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腦繪圖：姚裕評

最知名的例子，就屬攝護腺癌了。
29
＝93.5%
陰性檢測率：
2＋29

其中只有 1 /30的患者會死於攝護腺

癌症篩檢較容易篩檢出成長速度慢、對病人無害的腫瘤

癌，另外，大部份的攝護腺癌是不會

如右圖所示，三個成長速度快的
腫瘤中（紅線），有兩個在篩檢前
就已經造成症狀並且診斷出來，
只有一個能被提早篩檢出來。而
在三個成長速度慢的腫瘤中（藍
線），有兩個被篩檢出來。這是
因為成長速度慢的腫瘤，從發病
到出現症狀的「無症狀帶病期」
比成長速度快的腫瘤還要長，而
所謂「無症狀帶病期」，就是我
們篩檢的目標。因此，在一個隨
機的時間點進行篩檢，會有較高
的機率篩檢出成長速度較慢、對
病人較無害的腫瘤。這在流行
病學上稱為「長度–時間偏差」
（length - time bias）。

沒有辦法分辨出哪些攝護腺癌會造
成症狀甚至死亡，哪些是無害的。但
是，我們發現，經由篩檢而診斷出來
的攝護腺癌，有較高比例的病人具有
無害的病灶，並不會造成症狀以及死
亡（見右圖）。
這種將許多無害的病灶診斷為傳
統惡性病灶疾病概念的行為，就叫
做「過度診斷」。而對於這些過度診

診斷

↑腫瘤的大小或分期

造成任何症狀的！可惜的是，我們並

診斷

腫瘤大小
造成症狀
篩檢出 並且診斷
篩檢出
篩檢出

可以篩檢
出來的腫
瘤大小

時間→
進行篩檢

—
—

成長速度快的腫瘤
成長速度慢的腫瘤

斷的病人進行治療，則是「過度治
療」。2009年，《英國醫學期刊》發

而遠之嗎？切記，在倒髒洗澡水的時

沒有最高等級的隨機臨床對照試驗

表的一篇統計英國等七個地區乳房攝

候，不要連嬰兒也給一起倒掉了！

證據，但許多間接證據使得目前醫學
界認為子宮頸抹片篩檢是對婦女有益

影篩檢的結果指出，大約每三個經

誠如以上所說，癌症篩檢有許多潛

由乳房攝影篩檢而診斷出來的乳癌病

在的壞處，但其帶給我們的好處顯而

人，就有一個是過度診斷，而後進行

易見── 早期發現，早期治療。癌症

回頭來看我們的丹尼爾醫師。丹尼

過度治療。

篩檢沒有絕對的好或不好，一切只看

爾醫師秉持著實證醫學的精神，以病

治療有什麼不好呢？以攝護腺癌為

我們怎麼去運用。並且，不同身體部

人的利益為優先考慮，根據現有的證

例，不論是化療還是手術切除，都有

位發生的癌症各自有著不同的特性；

據，做出了不建議進行PSA攝護腺癌

很高的比例會造成病人性無能、尿失

甚至，各個癌症底下還可以依照許多

篩檢的建議，沒想到最後的結果卻是

禁等副作用，而對 75 歲以上的老人

不同的分期、病理學型態，以及患病

吃上官司，甚至敗訴。類似的事情一

進行攝護腺切除手術，甚至還有 1 %

者的種族、危險因子等，來分成不

再發生，導致醫生們被迫行使「防衛

的機率會導致死亡。

同的族群對象。而針對不同的族群對

性醫療」── 為了防止身陷醫療糾紛

象，使用癌症篩檢所產生的利弊得失

的訴訟，而採取消極、卻非對病人最

都是不同的，必須依靠良好的研究證

有益的醫療行為。要解決這個問題，

據來選擇是否應該篩檢。這就是近10

除了醫生本身的操守之外，恐怕還得

醫學篩檢屬於醫療介入，因此也和

幾年來風行全球醫界的「實證醫學」

加強相關醫學知識的宣導，以及改進

任何醫療介入一樣，都有可能對病人

觀念。例如，對於攝護腺癌的PSA篩

司法體系，使得民眾能夠正確的面對

產生傷害。例如乳房攝影會使病人暴

檢以及對於乳癌的乳房攝影篩檢是否

生命中的不確定性，最後，達到重拾

露於 X 光之下，可能造成細胞傷害。

好處大於壞處，還存在爭議，但像是

醫生與病人之間互信互賴的良好醫病

另外，對於肺癌篩檢的研究也指出，

子宮頸癌的子宮頸抹片篩檢，雖然還

關係。

理由三：
篩檢造成的傷害

起以較低頻率篩檢的對照組來說，死
於肺癌的比例竟然比較高！雖然造成
此一現象的原因尚未明朗，但至少這

評 審 意 見

頻繁地以胸部X光篩檢肺癌的人，比

的。

周成功（長庚大學生命科學系教授）
說理不夠清晰，有點繁雜，會令讀者不知道最後的準則是什麼。

翁秉仁（台灣大學數學系教授）

電腦繪圖：姚裕評

個研究直接有力地證明了，某些癌症

本文嘗試以簡明清晰的方式解釋貝氏現象，前半篇表現不錯；可惜後半篇

篩檢可能帶給人們壞處大於好處！

文字稍嫌枯燥、蕪雜，使得前後閱讀產生落差。

所以，癌症篩檢給我們的壞處大於
好處，我們應該對所有的癌症篩檢敬
sa.ylib.com

楊玉齡（自由撰稿人，著有《肝炎聖戰》、《蛇毒傳奇》等）
主題新，科學性也夠，說理清楚易懂，結構緊密；標題不清楚。
科學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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