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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療安全暨品質研討系列《117》

運用人因工程降低醫療錯誤之可能性

一、新冠疫苗注射病人安全事件

1. 疫苗接種不慎造成25位民眾施打未稀釋的五倍
濃度BNT疫苗原液。

2.有40多名民眾接種AZ疫苗，原本應接種0.5 
C.C.卻只接種0.1 C.C.，院方事後點算發現接
種人次與剩餘劑量不符，才發現是施打劑量不

足，疑因交班人員訊息內容錯誤且未遵循用藥

原則「三讀五對」所致，造成約40位洗腎病人
接種劑量不足，院方發現異常後，便通知病人

補接種。

3. 有88人應該施打莫德納第二劑，卻因失誤，誤
打成AZ疫苗。初步了解為醫院出庫混入AZ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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苗，後續醫護人員也未發現。

4. 錯誤是系統的問題。如何系統性預防給藥錯
誤？遵守三讀五對原則：

A. 準備藥物(三讀)：拿藥讀、給藥讀、歸藥
讀。

B. 執行給藥(五對)：病人對、藥物對、劑量
對、途徑對、時間對。

二、人為V.S.系統思維
1. 「我們必需要停止責怪個人，而要開始檢視我
們的系統，了解我們如何產生錯誤及危機，

並在造成傷害前即可發現及避免…」(Leape 
19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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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對於人為錯誤的正確看法：人不可能不犯錯
(To Err is Human)，無論受過多少訓練或有多
少經驗，我們仍然會犯錯。大部分的人為錯誤

來自系統的問題，排除犯錯的個人，無法促進

安全。教育訓練對於錯誤的預防，並非全然有

效，接受一定會發生不良事件的事實，儘可能

以制度化、系統性思考來改善與減少不良事件

發生的可能性。

3. 面對問題與錯誤的策略思維：知錯、認錯、容
錯、改錯、除錯。

四、根本原因分析：事件調查與問題釐清

1. 根本原因：導致醫療照護執行失效，或其結果
不如預期最源頭的原因。 

2. 根本原因分析：利用結構化方式系統化檢視個
案與事件，調查與檢視事件與結果，去了解背

後所有影響因素，藉此檢討與提供改善建議方

向，以進行持續品質精進。目的於找出造成潛

在執行偏差的最基本或有因果關係的程序，通

常為系統性的探索，超出個人的考量。

3. 根本原因分析好處：改善只處理單一事件，
治標不治本的缺點，協助組織找出作業流程

中及系統設計上的風險或缺點，並採取正確的

行動。藉由組織間經驗分享，使分析後得到的

資訊、經驗及知識得以被同業間參考，可做為

下次事前的防範，預防未來不良事件的發生；

在分析過程中可瞭解組織缺乏那些資料基礎，

包括需要補強做那些相關的文獻探討及資料蒐

集，以建構完整的資料庫。

4. 事件調查流程：反應(Response)、探求真相
(Fact-Finding)、檢討分析(Analysis)、執行改
善(Corrective Action)、追蹤確認(Follow-Up)。

五、公正文化與當責(Accountability)
1. 創造公開、透明與公正的文化(Creating an 

open, fair, and just culture)
2. 創造持續學習精進的文化(Creating a learning 

culture)
3. 設計安全的制度與系統(Designing safe systems)
4. 管理行為的抉擇(Managing behavioral choices).

三、病人安全的風險管理

1. 醫療錯誤屬於潛在可預防事件，部分醫療錯誤
最終會造成醫療不良事件，應系統性察覺可能

引發醫療傷害或錯誤的威脅或系統失效因素

(system failure)。
2. 運用管理的措施有效控制或預防醫療傷害或錯
誤的發生，在有限的資源、優先次序與利害得

失之間取得平衡。

3. 事件管理分析的參考模式。
A. 針對不同事件分類，進行風險管理。
B. 對於嚴重或警訊事件：進行單一事件

RCA(根本原因分析) 。
C. 對於輕微或單純的事件：可考慮由主管了
解或會辦方式處理。

D. 對於發生頻率較高，嚴重度較低的事件：
進行整合型RCA或進行品質改善。

E. 對於高風險/新流程可進行FMEA(失效模式
與影響分析) 。

F. PDCA（Plan-Do-Check-Act）改善循環。
G. 專案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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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事件調查與問題確認～資料蒐集來源～

1. 人員：訪談與事件有直接關係或現場目擊者，
如臨床人員、病人、家屬、其他服務人員。

A.  參與者：直接參與此事件之人員。(包括當
事人、事故發生當時有關者、事故發生後

到達現場或協助處理之人、醫護人員以及

病人和其他直接見證該事件的人員)。
B. 目擊者：沒有直接參與此事件之人員，但
活動發生時可能已經看到或聽到。(包括
事件發生時在場的家人、目擊事故發生者

等)。
C. 專家/主管：沒有參與此事件，但他們具有
與此事件相關因素的相關知識。(包括可能
了解事故發生原因者、可能知悉事故相關

背景資訊者、了解事故相關專業資訊者、

臨床醫師、設備製造商、主管或管理員)。
D. 訪談技巧：如果受訪者有直接參與異常事
件，請對此保持敏感。向受訪者說明，在

訪談過程中獲得的訊息會受到保護，並且

不會與外共享；除受訪者和訪談者外，不

得與其他人談論討論的內容。記得感謝受

訪者在過程結束時所提供的訊息；不同受

訪者在描述發生的事件會存在差異，使用

團隊收集的其他訊息來支持最終結論。

2. 設備：任何與該事件相關之設備，如分包機、
點滴幫浦、監視儀器、麻醉機、呼吸器等。

3. 地點：考慮封閉現場、拍照存證、畫平面圖、
描述人員設備相關位置、現場重現。

4. 記錄：安全事件報告、臨床指引、臨床路徑、

SOP、病歷、輪班表、訓練課程紀錄、醫療設
備維護紀錄、品管記錄。

七、定義問題(Problem)：幫助小組在分析問題
及制訂改善措施時能清楚的聚焦。

1. 好的定義問題是要呈現「做錯了什麼事」及
「造成的結果」，而不是直接放在為什麼會發

生，成果是提出待釐清「問題清單」：事件中

主要的失誤流程為何？關鍵流程與問題？

2. 什麼是「問題(Problem)」：直接描述我們所
看到、感覺到、聽到、聞到的偏差(當時執行
的步驟是跟設計的一樣嗎？當時執行的步驟跟

平常做的一樣嗎？)。
3. 一次只分析一個問題：不要將兩個以上的偏差
情況綜合起來討論或是把一群看似彼此相關的

問題看成一個綜合問題。

4. 差異分析(Change Analysis)
A. 差異：寫下原本的流程、規範、習慣作
法，與實際發生的過程做比較，列出兩者

差異處。

B. 問題：雖然與例行作法沒有差異或本來就
沒有例行作法，但是仍然產生一些值得探

討的問題，將這些問題列出。

八、案例：給藥錯誤事件

1. 事發經過：加護病房某病人同時使用全靜脈
營養注射、胰島素滴注與Dopamine滴注，
小夜班護理人員交完班後不久發現胰島素滴

空，因此換上新的點滴設定為每小時20c.c.。
半小時後，監視器警報病人血壓上升至220 
mmHg，經醫師查看後發現原本胰島素之點滴
為Dopamine。

2. 事件調查：當班之護理人員誤以為備好之點滴
為胰島素，實為500 c.c.的生理食鹽水中加入
400 mcg的Dopamine；前一班護理人員表示，
為避免滴注藥物滴空時無法及時替換，因此經

常為下一班預先準備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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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人因觀點設計與發展改善行動
主講人：蘇國瑋 (國立高雄科技大學資訊管理系 )

一、成功導入創新智慧科技與資訊平台的關鍵

1.最重要的就是為「那個人」創造價值：為「那
個人」創造價值/實踐以使用者為中心。

2.創新發想的起點是：要釐清「想讓誰展現笑
容」，要有所創新必須理解使用者，理解使用

者需要「模擬和觀察」共用。

3.「通往創新沒有捷徑，誠實地面對使用者；實
實在在進行假設才是創新的成功之道」。

二、智慧醫療定義

1.據WHO的定義，智慧醫療(eHealth)為資通訊
科技(ICT)在醫療健康領域的應用，包括醫療
照護、疾病管理、公共衛生監測、教育和研

究。

2.據FDA的定義，智慧醫療(Digital Health)領域包
含行動醫療(mHealth)、醫療健康資訊(Health 
IT)、穿戴式裝置(Wearable devices)、遠距醫療
與照護(Telehealth and telemedicine)、個人化醫
療(Personalized medicine)等應用。

三、創新應用實例：疫情下使用混合實境頭戴裝

置保護醫療人員

1.在COVID-19的影響下，巡房人員可以使用
HoloLens2 MR的設備與遠距團隊進行臨床評
估與決策制定。COVID-19的影響下，加速
了智慧醫療的發展，以提高醫療照顧可及性

與品質並同時保護醫療人員。混合實境(MR)
便是在影響之下而創新的模式，該研究使用

HoloLens2的設備提供遠距護理。
2 .使用模式為會有一名醫護人員將進入

COVID-19環境進行巡房，而團隊的其餘成員
則從非臨床的遠距位置虛擬加入。所有成員都

會具有設備的雙向視聽功能，遠距團隊會藉由

巡房人員的第一人稱畫面，進行臨床評估與

決策制定。而其他相關影像和電子健康紀錄

(EHR)數據被直接放入設備使用者的畫面中，
以提高狀況認知能力，為更好的臨床決策提供

資訊。與此同時，遠距團隊的成員將視察狀況

記錄於EHR，並進行電子醫囑和處方。

3. 時間序列表與差異分析重點(如右圖)
A. 盡量還原事件真相，釐清疑義與問題。
B. 向前追溯，向後延伸。
C. 依照事件發生時間順序，而不是取得資訊
順序排列，但可以附註資訊來源與何時取

得。

D. 人、事、時、地有任何不同，分項列出，
了解細部分解動作，以精確判斷差異與問

題。

九、結語：愈接近真相，愈仔細還原，探討背後

促成的情境，愈有機會看見可以與需要改善的

環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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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AI（人工智慧）的應用
1.初步診斷與預測Preliminar y diagnosis  and 

prediction (PDP)：幾十年來，診斷服務一直使
用健康史數據和診斷數據為病人提供更準確的

診斷和更準確的健康預測。隨著AI研究的當前
進展，AI在某些醫療保健領域的醫療診斷速度
和準確性方面的表現優於醫師，常見應用包含

糖尿病預測、癌症預測、結核病診斷、精神診

斷。

2.醫學影像診斷Medica l  imaging and image 

diagnostics (MID)：醫學影像數據是有關病人
的最佳資訊來源之一，同時也是最複雜的。以

往，解釋醫學影像掃描是一項需要多年培訓的

高專業性工作。在醫學影像領域，DNN和DL
等AI技術可以顯著改善醫療保健結果，並已被
證明可以提高醫學影像判讀的速度、準確性和

降低成本。MID可用於多種情況的醫療保健，
例如識別心血管異常、腫瘤影像診斷、傷口評

估、檢測肌肉骨骼損傷、識別神經系統疾病、

OCT (眼科光學同調斷層掃描)診斷等。
3. AI最引人詬病的風險是他的不透明度，時常會
導致黑盒子的狀況。我們可以看到哪些數據進

入了人工智慧系統，哪些數據出來了，可以從

一般意義上理解此類AI系統大概是如何運作
的，如常見的深度神經網路。然而，我們常常

無法理解為什麼人工智能系統是如何做出特定

決策、得出特定診斷或在手術中執行特定動作

（Bathaee 2018 ; Carabantes 2019 ; Coeckelbergh 
2020）。由於AI有著不可解釋性、系統偏差
等因素，因此近年來許多國家都開始研究XAI
（可解釋性AI），以解開AI的黑盒子，讓使
用者可以知道AI的邏輯與流程。

五、人因工程與醫療

1. 根據International Ergonomics Association的定
義，人因工程學是一門研究與理解人(Human)
做為一個因素(Factor)如何與系統(system)中的
元件(elements)互動的科學。並從專業的角度
去探討如何將各式理論、法則、數據與研究方

法應用於設計，將人之物理、生理、心理、

與社會文化等納入考量以便最佳化人的福祉

(Well-being)以及提升整個系統之效率。
2. 人因工程就是以人為本的設計。醫療設計必需
先從使用者、環境和醫療設備進行正確評估，

才會讓使用者認為是具備安全、方便與有效

的，從而降低病安風險。

3. 人因工程可以為醫療帶來以下的好處：儘量減
少臨床醫師的錯誤、提升臨床醫師的表現、增

加實證醫學的提供、加強以病人與家庭為中心

的護理、改善醫病溝通、減少低效率和無附加

價值的任務、減少職業倦怠並提高臨床醫師的

工作滿意度。

(C)為配戴HoloLens2的第一人稱視角，顯示遠距臨
床團隊展示HoloLens2設備使用和功能的圖像。

(A)圖為醫療人員配戴完整設備的圖。

(B)為遠距臨床醫療團隊在安全位置進行臨床巡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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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人因工程具有三個不同子領域：實體人因、

認知人因、組織人因

1.實體人因：實體人因為識別人類體力與局限
性，並考慮到這些物理特徵來設計工作環境，

主題像是提舉或搬運任務、重複的動作、體力

工作負荷與重新設計物理空間與規劃。

2. 認知人因：認知人因為著重於關注系統的組成
部分及其使用者的認知能力與局限性，主題如

培訓項目開發、工具和技術的設計和評估、時

間壓力下的決策與心理工作負荷。舉決策支援

系統來說，加護病房(ICU)配備了各種的醫療
設備來監測病人的生理狀態。設備每天所生成

的大量多模態數據，包括生理波形信號（動脈

血壓、心電圖、呼吸）、病人警報訊息等。為

了提供改善病人護理越來越多的機會，若開發

一個有效的數據採集和分析系統，將幫助臨床

醫師提供決策支持。

3. 組織人因：組織人因則以『宏觀』角度檢視系
統，著重整個工作系統的設計，考慮系統中不

同組件之間的交互作用與和配合，主題如：協

調、團隊合作、安全文化、大規模組織變革、

設計工作的參與式方法與工作設計。組織人因

工程可以結合James Reason博士的瑞士奶酪模
型，病人的防禦或保護措施將代表著瑞士奶酪

片，如資金和資源、組織、技術、團隊與提供

者，通常切片是具有保護性。但由於系統本質

是不完美的，每個切片都有漏洞。每個洞代表

弱點或故障，可能不斷地打開、關閉或改變位

置，反映了系統複雜的動態特性。病人安全事

故通常是由於連續保護層出現故障而發生的，

透過最大限度減少漏洞的數量和大小來提高安

全性，如加強提供者的知識和技能系統，或改

善工作場所的護理系統和流程，以降低未來發

生類似病安事件的可能性。

七、人因工程與病安事件

1. 手術部位錯誤案例：奧地利一家診所近日因人
為疏失發生嚴重錯誤，由於手術部位標記錯

誤，竟然「截肢錯腳」。但診所仍需要為病人

進行另一次手術來截肢「正確的那隻腳」。

原因分析：

A. 人員將手術部位標記錯誤。

B. 手術前團隊人員並未再次確認與溝通。
C. 手術前與病人進行確認時，病人認知錯誤或
遺漏。

2. 洗腎出錯案例：於2018年國內接二連三出現醫
院洗腎出錯的事件。兩起為醫護人員接錯管

路，原本應接上逆滲透水(RO)管路，卻接到
自來水管路；一起為清潔人員重複使用空瓶，

將漂白水裝入透析藥水空瓶，導致醫護人員未

察覺而使用。

原因分析：

A. 相關人員的教育與培訓不足。
B. 機器設備標示不清。
C. 跨部門人員的溝通不佳。
D. 標準化流程未落實。
E. 預防意識不高。

3. 疫苗接種疏失案例：近期南韓多起疫苗疏失事
件，如為民眾施打過期疫苗或解凍過久的疫

苗、違規混打等，疫苗種類與保管疏失為最

大宗（58.1%），其他失誤包括，施打錯誤劑
量有282件（20.3%）、接種時間錯誤有141件
（10.2%）、接種錯誤對象有108件（7.8%）、
疫苗稀釋比例錯誤45件（3.2%），以及使用錯
誤注射方法4件（0.3%）。台灣也出現疫苗接
種疏失，民眾被施打未稀釋的劑量。而日本疫

苗接種，則有護理人員誤將疫苗打成食鹽水，

也有剩餘的疫苗被混用。原因分析：

A. 剩餘的疫苗未遵循SOP處理。
B. 相關人員的教育與培訓不足。
C. 相關人員工作交接時，未溝通順利。
D. 有疑慮時，未即時釐清問題。
E. 發現有誤時，未立即通報處理。
F. 預防意識不高。

八、友善的人機介面設計可減少病安事件

1.「人機介面」，望文生義可以解釋為居於使用
者和電腦系統間的媒介機構（介面）。介面有

二個角色，一是當作使用者需要利用這個系

統完成工作時的「控制介面」。使用者經由手

動、語音、眼動，或採用先進的腦波方式操作

控制介面，下達指令給電腦系統完成所需工

作。另一角色是「傳達介面」，當使用者需要

相關訊息時，把電腦系統中的訊息經由人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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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精簡原則
A. 減少操作步驟。
B. 突出重要信息，弱化非必要信息。
C. 配置最佳默認項。
D. 解構化信息，實現理解清晰。
E. 情景化的清單。

3. 導向原則
A. 有效的指引。
B. 避免誤解。
C. 順應認知。
D. 提高效率。

4. 考慮偏好與習慣（系統習慣、視覺習慣、用語
習慣、行業習慣）

A. 新手(Novice users)：剛開始使用醫療器
材，沒有經驗或經驗極端有限→提供快速

入門指南(Quick Guide)與重置(Reset)功能。
B. 一般使用者(Occasional users)：曾經有過該
種醫療器材使用經驗但不記得操作細節→

提供清楚圖解與分類說明。

C. 轉換使用者(Transfer users)：曾經使用過類
似器材(但非相同種類器材)，有關於一般醫
療器材使用經驗但不一定對於使用特定醫

療器材有幫助→提供危險警告，避免錯誤

的依賴過去的使用經驗。

D. 專家使用者(Expert users)：有使用器材的豐
富經驗，甚至可以維護/維修器材；只有在
修理、診斷異常狀況或者使用特殊功能時

才需要看說明書→提供問題診斷表與服務

支援。

E. 外行人(Laypersons)：非醫療人員，可能是
病患、病患的家人、朋友、非專業的看謢

人員等。極端仰賴從醫療人員獲得的資訊

與協助，以及使用說明書→提供容錯(Error 
tolerance)，避免對機器過度信賴。

5. 容錯原則：容錯（Error Containment / Error 
Tolerant）系統是基於操作員無可避免會發生
失誤的概念，允許操作員在錯誤發生時能夠偵

測錯誤、防止失誤擴大並修正（Recover）失
誤以避免造成意外。容錯系統可以透過下列的

方式達成：

A. 提供操作員有關操作現況的即時回饋
（Current Feedback）。

B. 提供操作員有關未來結果（ F u t u r e 
Consequence）的預測。

C. 監控可能的操作失誤。
D. 給予操作員第二次機會確認/修正的機會。

6. GUI - WIMP (Window, Icon, Menu, Pointer)

感覺器官，包括視覺、聽覺、觸覺、嗅覺、味

覺等，傳遞給使用者。設計介面時，不應只以

單一通路方式進行，例如只能用鍵盤手動輸

入，或只能用眼睛看資訊。

A. 應避免視窗(Window)或資訊重疊。
B. 圖像(Icon)的設計應與所代表的物件有關聯
性。

C. 選單(Menu)的選項最好不要超過7-10個，
應加以分類。

D. 指標(Pointer)的設計應有明顯的定位(稱為
熱點Hot Spot)。

E. 應提供使用者離開、回覆及回饋的功能。
7.  軟體介面設計準則

A. 直覺(Intuitive)：不需要指示/使用能被了解
的語言。

B. 簡單(Simplicity)：使用簡單/有容易辨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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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性/最重要的特性是最明顯的/最常使用的
特性是最容易使用的。

C. 一致性(Consistency)：在顯示器、選單與各
模式中的用字與編碼要一致/顯示的格式、
回饋與標示要前後一致。

D. 可學習性(Learnability)：選單選項分組、排
序要符合邏輯性/指令的名稱要有意義。

E. 最小化記憶負荷(Minimal Memory Load)：
使用縮寫字與編碼來幫助記憶/標示出已選
擇的資料/指出目前在選單結構中位置/圖像
要能與名稱結合。

九、用於病人安全的EHR設計原則
1. 藥物訊息呈現設計

A. 使用被認可大寫字母以辨識相似藥物名
稱。

B. 使用日期區分新結果與先前結果。
C. 異常結果使用一致格式。
D. 支持個性化的顯示介面。

4. 數值呈現
A. 逗號分隔每三位數字。
B. 小數應在小數點前顯示0。
C. 除非與精確相關，否則不要在小數點後顯
示零。

B. 使用清晰的間距使藥物和劑量易於分別。

2. 警報提示設計：「警報疲乏」曾被美國急救醫
學研究所ECRI列為醫療危害的第一位，過多
的警報會造成醫護人員的心智工作負荷過高，

錯誤警報過多易導致人員鬆懈，以致無法立即

反應緊急事件。

A. 按嚴重性區分優先級。
B. 優先級排序透過視覺或空間等因素區分，
包括顏色、圖標等。

C. 差異化要素在整個介面中始終如一地使
用。

D. 非關鍵警報不會中斷使用者工作流程。
E. 使用標準、簡單的結構。

3. 臨床結果呈現設計
A. 清楚顯示檢驗結果。

D. 在列中進行比較時，數值向右對齊且與小
數對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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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文字與佈局呈現
A. 減少或刪除截斷的數據。 

B. 謹慎使用縮寫。
C. 讓使用者清楚區別尚未輸入的內容與實際
上沒有價值的數值(如0)。

D. 將標籤放置於相對內容旁邊，並保持一致
性。

6 顏色使用
A. 使用冗餘編碼來表示重要且有意義的訊
息。

B. 重要的內容必須與其背景區分開來。
十、 醫療保健App設計原則

某些情況下，醫療保健專業人員需要透過

行動裝置使用醫療應用程式，其應用程式使用者

介面的品質在醫療保健領域相當重要，因為醫療

人員的注意力通常會集中在病人而非系統上，因

此低品質的介面可能會導致嚴重的醫療錯誤。此

醫療應用程式將考慮使用的可用性、實用性與使

用者體驗，將以易於使用與簡潔介面作為設計目

的，避免使用這認知過載或和迷失方向。開發時

結合了人機互動的元素，像是有效性、生產力、

效率、安全性與認知思考，設立了介面設計的五

大原則，分別為心智模型、行動的可能性、可見

性、回饋與隱喻。

1. 心智模型(Mental Models)：了解使用者在其他

體驗中獲得的知識，如電腦版功能應用於此

APP，以最少的動作完成任務。
2. 行動的可能性(Affordance)：讓使用者能輕鬆
發現和識別功能，減少成功完成任務所需時

間。

3. 可見性(Visibility)：幫助使用者了解當前狀態
與可執行的操作，以提升完成任務效率。

4. 回饋(Feedback)：使用者應該收到的有關介面
執行的任何操作的回應訊息，以提升安全性與

增加信任度。

5. 隱喻(Metaphor)：減少讓使用者感到困惑或困
難的行為，來降低認知負擔。

6. 使用性測試(Usability Testing)：測試「實際
上」產品到底有多好用，從觀察人們如何使用

產品，進而去發現錯誤，檢討和改善。將真實

使用者納入產品開發流程中，可以確保藉由參

與式設計，使用者需求可以得到最大的滿足。

同時也更有機會塑造符合使用者期待的產品。

十一、結語：以人因觀點提升醫療品質與安全

1. 隨著智慧科技與醫療技術的高度成熟發展，人
為因素在病安管理扮演的角色會更形重要，影

響層級更廣泛全面。

2. 因此，我們需對人為因素擁有系統性的認識，
從個人、環境、管理階層到整個組織，從日常

作業、訓練、同事或部門之間的協調溝通以及

日常安全管理到意外事件的調查分析。

3. 人因工程能幫助我們更全面性地找出安全影響
因子結合RCA，以質化分析方法找出根本原因
或以量化分析找出長期潛在問題，提出對應改

善方案，建立風險評估預測機制。

4. 最後，透過人機介面設計手法，提升智慧科技
在醫療上的使用性，才能真正落實智慧醫療的

目標―病安風險的降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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