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藥師週刊

退 件 請 退 回

板橋國慶郵局

【本刊訊】藥師公會全聯會於

2月 22日舉辦「第 13屆第 18次常

務理監事會議」。理事長古博仁祝

福全國藥師新年快樂，並於會中

報告新的一年全聯會的工作重點。

除了感謝過去一年全國藥師

的努力，面對嶄新的一年，他指

出，全聯會的工作重點包括：創

造藥師專業舞台，爭取健保新增

臨床藥事照護、藥師門診給付、

提高藥事服務費、用於動物之人

用藥應納入藥師管理等。他鼓勵

各縣市公會藥師積極參與政府單

位的各項用藥安全計畫，藉此契

機，以凸顯藥師專業價值，他期

望今年度社區藥局藥師協助戒菸

成功率能達百分之三十。

常務會中討論有關「全民

健保醫療品質資訊公開辦法」特

約藥局醫療品質資訊公開指標項

目，是否新增「執業藥師平均每

日健保處方調劑量」；討論「107

年度中藥繼續教育補助案」等，

以積極態度迎接新的一年。

針對 0206花蓮地震造成嚴重

災情，特別於此次常務會中，決

議修改「全聯會天然災害補助辦

法」，表達對受災會員的關懷之

意。

【本刊訊】藥師公會全聯會於去年陸續

函詢衛生福利部，有關修習中藥課程達適

當標準之藥師業務範圍。衛福部本來認定

藥事法第 103條第 3項業務範圍「中藥材

及中藥製劑之輸入、輸出及批發；中藥材

及非屬中醫師處方藥品之零售；不含毒劇

中藥材或依固有成方調配而成之傳統丸、

散、膏、丹、及煎藥。」屬第 103條第 2項

中藥從業人員之專屬業務。經全聯會多次

溝通，終於在2月5日獲得衛福部正面函釋

回覆，解釋藥師從事同樣業務亦無違法。

有關2月5日衛福部函覆內容：

修習中藥課程達適當標準藥師得執行

中藥業務之範圍，藥師法第 15條及藥事法

第35條皆有明定。

依據藥品優良調劑作業準則第 3條規

定，藥師調劑藥品必須依醫師處方為之；

倘藥事人員依中醫師處方就特定病患之需

要，從事藥品調配或調製，進而改變原劑

型自屬合法，其調劑不限非毒劇中藥材

或固有成方內容，劑型亦得包含傳統丸、

散、膏、丹及煎藥。

重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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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藥師跨海行
北市澎湖攜手護高齡

藥師齊心協力
達成用藥安全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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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藥師公會全聯會於2月22日舉辦「第13屆第18次常務理監事會議」。

:創造藥師專業舞台 迎接嶄新一年
藥師公會全聯會第13屆第18次常務理監事會議

修習中藥課程之藥師執業範圍 獲衛福部正面回覆
中藥相關規定

藥師法第15條

中藥製劑之製造、供應及調劑，除依藥事法有關規定辦
理外，亦得經由修習中藥課程達適當標準之藥師為之；
其標準由中央主管機關會同中央教育主管機關定之。 

藥事法第35條

修習中藥課程達適當標準之藥師，親自主持之藥局，得
兼營中藥之調劑、供應或零售業務。

藥事法第103條

本法公布後，於六十三年五月三十一日前依規定換領中
藥販賣業之藥商許可執照有案者，得繼續經營第十五條
之中藥販賣業務。
八十二年二月五日前曾經中央衛生主管機關審核，予以
列冊登記者，或領有經營中藥證明文件之中藥從業人
員，並修習中藥課程達適當標準，得繼續經營中藥販賣
業務。
前項中藥販賣業務範圍包括︰中藥材及中藥製劑之輸
入、輸出及批發；中藥材及非屬中醫師處方藥品之零
售；不含毒劇中藥材或依固有成方調配而成之傳統丸、
散、膏、丹、及煎藥。

藥品優良調劑作業準則第3條

本準則所稱調劑，係指藥事人員自受理處方箋至病患取
得藥品間，所為之處方確認、處方登錄、用藥適當性評
估、藥品調配或調製、再次核對、確認取藥者交付藥
品、用藥指導等相關之行為。

                                                （資料來源：衛福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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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衛生福利部2月5日之回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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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立70週年 舉行慶祝大會

會員代表大會表揚績優藥師

◎文╱新竹縣記者羅惠芝

107年是個特殊的年度，新竹

縣藥師公會 70歲了！為此特地將

第 27屆第 3次會員大會、成立 70

週年暨藥師節慶祝大會於同一天

舉辦，而衛生局食品藥物管理科也

於會員報到時，同時辦理藥局普查

登記工作及藥品來源追溯調查。

新竹縣藥師公會正式登記成

立於民國36年4月17日（成立於民

國35年12月1日），新竹縣藥師公

會理事長徐紹仁感念這 70年來前

輩藥師無私的付出，完成了醫藥

分業、健保給付藥事服務費、慢

箋釋出、高診次關懷計畫、戒菸

諮詢⋯等各項艱鉅的任務，逐步

將藥師的權利義務帶向更高的境

界，也特別感謝藥師公會全聯會

理事長古博仁率領的團隊給予指

導，以及對於長照 2.0納入藥師、

藥品追蹤溯源不納入藥局等相關

推行所做的努力。

於1月14日活動當天，新竹縣

長邱鏡淳、民國黨主席徐欣瑩、

新竹縣副縣長楊文科、竹北市長

何淦銘、衛生局長殷東成、各界

民意代表、全國各藥師公會理事

長及代表，以及各友會理事長熱

情參與。徐紹仁致詞時除感謝理

監事、顧問們的辛勞外，也謝謝

所有會員的支持與熱情相挺，並

介紹接下來一年中公會安排的進

修課程及活動。

接著進行第三屆新竹縣藥師

獎頒獎典禮，由縣長親自主持並

頒發第三屆藥師獎。此獎項由身

兼議員及藥師的張志弘及林保光

藥師獲獎。二位得獎者都是長期

在議會中為藥師前途奮鬥，工作

之餘更積極配合政府法令為民眾

健康用藥安全把關，因此獲表彰。

大會過程中，大螢幕播放

著 70年來公會會員所參與過所有

活動之老照片，讓年長者回顧歲

月，讓年輕藥師了解過去前輩們

的辛勞。最後在摸彩及藥師熱情

參與的表演節目下，完成 70週年

暨會員大會。

◎文╱嘉義縣記者紀珮珊

2月 4日嘉義縣藥師公會第

26屆第三次會員代表大會暨會員

聯誼餐會，在嘉義市小原婚宴餐

廳隆重舉辦，藥師公會全國聯合

會理事長古博仁、常務理事趙正

睿、嘉義縣衛生局技正陳淑斐、

食品藥物管理科科長劉智魁，以

及各縣市藥師公會理事長和貴賓

蒞臨指導，嘉義縣議長張明達亦

親臨會場，為藥師守護民眾用藥

安全的付出表示致意。

嘉義縣藥師公會理事長蕭博

勝表示，任職理事長已兩年，今日

滿載三大感謝心意蒞臨會場：一、

針對中藥技術士問題，為了維護藥

師的權益，感謝全聯會理事長古

博仁帶領各縣市藥師公會理事長

及幹部，強力捍衛，反對中藥技術

士。關於藥品溯源問題，在執行上

或許有困難，正因全聯會之努力，

讓社區藥局免除登錄之麻煩，提

升藥師之專業服務。

二、感謝嘉義縣衛生局推動

許多企劃案並從旁協助，提升藥事

照護服務，獲得縣政府及許多民眾

之肯定，欣見年輕藥師亦踴躍參

與，今年將持續推動，讓專業藥師

成為守護民眾健康的好厝邊。

三、感謝會員支持並執行公

會推動之各項政策活動，且在繼

續教育、自強活動和聯誼餐會⋯

等活動皆能踴躍參與。

會員聯誼晚宴上，有精采的

樂團演唱及熱情演奏，在歡樂氣

氛下邀請貴賓頒獎： 

一、分別頒發感謝狀予 106

年度建立社區整合性藥事服務網

絡計畫─執行多元藥事服務之組

長及參與藥局、機構藥事照護服

務、用藥配合度諮詢服務和判斷

性服務等績優人員。

二、民眾用藥安全多元推廣

模式─守護社區用藥安全宣導講

師。

三、頒發藥師子女就讀藥學

系，取得藥師資格獎學金。

四、服務年滿30年以上藥師。

五、106年度醫院優秀藥師。

彰化縣藥師加入糖尿病共照網 邁向第三年
◎文╱彰化縣賴姵妘

彰化縣藥師加入糖尿病共照

網，協助照護糖尿病友用藥安全

邁向第三年，今年的重頭戲「剩餘

藥物檢視」服務及實質參與「個案

討論會」。

藥品認知及用藥配合度測量

是藥事照護的基本，除此之外，

今年首創「剩餘藥物檢視」服務，

請民眾提供家中藥品及保健食

品，協助評估餘藥原因、擬定問

題改善計畫、追蹤問題改善情形

並予紀錄，最後將問題結果與建

議表，提供醫師及醫療團隊成員

下次處方及照護的參考。

以往由醫師、護理師及營養

師主導的「個案討論會」，今年將

藥師納為報告的一員，讓藥師有

機會在會中分享該患者的用藥行

為及相關問題。

目前照護藥局總數由 12家增

加至 19家，其中具有兩位照護藥

師的藥局，由 2家增加為 6家。由

於藥師積極努力參與糖尿病共同

照護，也將培養更多具輔導資格

的照護藥師，期許在藥師的互相

交流下，精進照護民眾的功力。

←新竹縣藥師公會
成立 7 0 週年，
於1月14日舉辦
第27屆第3次會
員大會暨藥師節
慶祝大會。

↑2月4日嘉義縣藥師公會舉辦第26屆第三次會員代表大會暨會員聯
誼餐會。

↑彰化縣藥師加入糖尿病共照網，今年首重「剩餘藥物檢視」服務及
實質參與「個案討論會」。

嘉義縣
藥師公會

新竹縣
藥師公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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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藥師跨海行     攜手護高齡

新北市藥師公會發起花蓮震災募款活動

◎文╱藥師蘇柏名

台北市家庭藥師計畫邁向第

三年，在台北市衛生局的指導及

支持下，台北市藥師公會社區藥

局及聯合醫院藥師一起合作關心

市民健康，守護民眾用藥安全，

執行成果良好，深為各界肯定。

澎湖縣希望台北市能將過去累積

的經驗以及能量協助澎湖，讓澎

湖的藥事服務不侷限於醫院，能

更進一步深入社區和居家。經過

雙方衛生局的努力，台北市長柯

文哲及澎湖縣長陳光復於 1月 7日

簽署合作意向書，建立本島以及

離島的新合作模式。

據統計，澎湖約有 1 0萬人

口，其中高齡人口占了16.7%，分

布於 19個島上，除了本島有較大

型的醫院，其餘許多離島並無醫

療院所，就醫的難度可想而知。

澎湖縣衛生局食藥科長呂宏志表

示，目前澎湖執業藥師約 75位，

且三分之二工作場所為醫院，平

日業務量已經十分繁重，要照顧

到所有居民，實為難事，尤其偏

遠地區，受到地理環境及氣候變

化影響，往往無法提供即時的照

護。但澎湖縣的藥師非常有心，

希望能用有限的人力，去創造最

完善的藥事照護。有鑑於台北市

家庭藥師居家照護訪視服務推動

已行之有年，累積一定的經驗，

於是透過雙方衛生局的努力，終

於有機會讓台北市的藥師跨海至

澎湖，進行全方位藥事照護的分

享與交流。

2月 5日，由台北市衛生局技

正李慧芝、台北市立聯合醫院副

策略長陳立奇及北市藥師公會監

事曾春娟領隊，帶領多位藥師至澎

湖，結合當地藥師一同進入社區據

點和民眾家中進行輔導訪視。此行

當地衛生局集合了醫院和社區藥

局的藥師一同集思廣益，希望借鏡

台北市的執行模式，針對醫院和社

區藥局進行橫向和縱向的資源整

合，特別是較偏遠的地區，期望社

區藥局成為守護民眾健康的中心，

除可定期關心每一位住民用藥狀

況，提供個人化的藥事服務，一旦

發現有異狀，需要更進一步醫療

協助時，也可立即聯繫大型醫療單

位提供協助，以防錯失最佳治療時

機。

此次台北團隊偕同當地醫院

及社區藥師，分別參訪社區照顧

關懷據點以及住民居家共十處，

所到之處皆受到當地長者歡迎，

除了看到外地人來訪十分開心，

針對協助用藥整合、藥品整理回

收以及想辦法解決服藥困難、提

高服藥順從性等服務都感到十分

滿意，「吃藥怎麼變簡單了」、直

呼「下次你們一定要再來」，也讓

此次雙方合作留下美好的回憶以

及成果。

◎文╱新北市記者呂品儀

2月 6日花蓮發生 7級淺層

地震，有飯店大樓歪斜倒蹋民眾

受困。天亮花蓮各地災情逐漸明

朗，天寒地凍中，民眾只能在外

面空曠地方，不敢再進受損的屋

內，然而再過一週就要過年了，

這些受災民眾怎麼辦？

新北市藥師公會對花蓮大地

震所帶來的傷害感同身受，發起

幫助花蓮地震受災民眾好過年募

款活動。捐款期間自 2月 7日起至

2月 13日下午 5：00止。很快地引

起共鳴，來自各地的愛心不斷湧

入，在七天內募款共計545,000元。 

為了能夠讓災民早日收到補

助的善款，由前理事長蘇國欽協

助聯絡新北市社會局長張錦麗安

排捐贈事宜，2月13日下午由理事

長陳昭元率領幹部以及中華民國

藥師公會全聯會理事長古博仁和

新北市三大友會理事長 ，一起到

新北市政府社會局捐款，由張錦

麗局長代轉花蓮縣政府，轉贈給

災區民眾。

新北市藥師公會以實際行

動，援助災區重建，團結互助，

盡早克服困境。

花蓮縣醫藥和諧 共同守護民眾健康
◎文╱花蓮縣記者黃任成

花蓮縣醫師公會與花蓮縣藥

師公會共同試辦「無醫村」義診服

務，首站選在吉安鄉永興村社區

活動中心。當日立委徐榛蔚、永興

村長陳源忠等人也前來關心，現場

大約有四十多位民眾前來看診。

花蓮縣醫師公會理事長、

花蓮縣藥師公會理事長共同表

示，春節即將到來，但在地方上

仍有部分的基層鄉親，可能礙於

交通、經濟因素或其他原因，不

見得都能全面受到醫療制度的照

顧，不足的部分就要靠社會大眾

共同關心。

參與義診的醫師包括戴啟

邗、黃啟嘉、江躍辰、蔡興治、何

裕鈞等，同時結合花蓮縣藥師公會

理事長林憶君、前任理事長林啟

一、榮譽理事長趙瑞平、藥師黃俊

仁及黃任成，以及護理師公會護

理師團隊。無論醫師、藥師、護理

師大家都是抱持著回饋與奉獻的

心，前來共同關懷鄉親。

此次花蓮縣藥師公會參加

義診除了解說處方箋藥品外，也

在場進行用藥安全宣導並關心每

位領藥患者，詢問是否有併服其

他藥物，避免藥品交互作用。永

興村長陳源忠表示，感謝每位醫

師、藥師前來，來看診的鄉親不

只有永興村，還有附近各村的民

眾，義診方便鄰近不少民眾前來

就診。

↑1月7日台北市及澎湖縣簽署合作意向書，讓台北市的藥師跨海至
澎湖，進行全方位藥事照護的分享與交流。

↑新北市藥師公會發起花蓮震災募款活動，募得款項由新北市社會局
長張錦麗代轉花蓮縣政府，援助災區民眾。

↑花蓮縣藥師公會與花蓮縣醫師公會共同試辦「無醫村」義診服務。

北市
澎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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藥師齊心協力 達成用藥安全目標

藥物事件根本原因分析案例 歡迎下載
◎文╱高雄記者毛志民

《戰國策．趙策一》中有名句

「前事之不忘，後事之師。」台灣

病人安全通報系統 (Taiwan Patient 

safety Reporting system, TPR)將根

本原因分析案例改寫成學習案例

（如圖）。整理目前151例中與藥物

相關者，以新增時間最新例至最

舊例排序計 46例如附錄。其中以

藥名相似或包裝相似藥品資料計

15例最多，用藥給藥錯誤計 9例

次之，過敏相關案例6例居第三。

歡迎藥師下載參考。

（網址 https://goo.gl/

z42H39）

附錄：

1. Urokinase給藥濃度錯誤
2. 加護中心高警訊用藥給藥異常事件
3. 門診病人非常規頻次服藥之系統改
善，以warfarin為例

4. 高濃度胰島素給藥劑量錯誤導致嚴
重低血糖

5. 兒童檢查前鎮靜藥物 (Ketamine)注

射劑量錯誤
6. 兒童藥水劑量服用錯誤
7. 過敏警示系統失效案例分享
8. 特殊藥物靜脈輸注用對管路確保病
人安全

9. 化學藥物給藥時因管路拉扯而發生
外滲

10. 高張高濃度藥物發生給藥滲漏
11. 腦室引流導管之給藥跡近錯失
12. 長效型藥物作用期間內避免重複用
藥

13. 複方藥可能造成病人重複用藥

14. 給錯麻醉藥物
15. 顯影劑過敏事件
16. 化療藥品潑灑之預防與處理
17. 開給多種外用藥避免使用部位錯誤
18. 住院病人自備藥品之管理
19. 口頭給藥醫囑之覆誦確認
20. 藥名相似或包裝相似藥品資料 (15
例 95-98)

21. 靜脈滴注給藥發生藥物過敏
22. 易增加跌倒風險的藥品
23. 電子化醫令系統輸入介面設計不良
導致藥物錯誤

24. 給藥錯誤
25. 藥物事件分析之啟示
26. 藥物過敏反應
27. 談藥物過敏之預防
28. 分裝藥物未標示
29. 從「藥物治療連續性」談藥物過敏
史

30. 用藥錯誤事件
31. 院內藥品供應中斷案例
32. 使用抗生素後導致過敏性休克

◎文╱藥師邱舲禎、謝永宏

病人安全是醫療品質的基

石，也是醫療照護者和病人間最

直接的共同目標。在 107-108年度

診所的病人安全目標，除了延續

105-106年度的有效溝通、用藥安

全、手術安全及預防跌倒四個項

目外，此次新增了第五個項目：感

染管制。而在用藥安全的執行策

略中，有以下三項變動（請參考表

一）：

(1)取消了「落實病人用藥過

敏史及不良反應史的記錄及運用」

及「加強藥物諮詢功能，提升民眾

安全用藥能力」。

(2)合併了原本第 1、2項並整

合為「落實藥品優良調劑及交付安

全」。

(3)新增兩項執行重點分別為

「預防病人重複用藥」和「加強使

用高警訊藥品病人的照護安全」。

在 107-108年度醫院的病人安

全目標，八項目標的重點排序與

105-106年度相同，而在藥師最關

心的提升用藥安全項目上，除了

推行病人用藥整合仍保留外，有

以下二項變動（請參考表二）：

(1)取消了「落實用藥過敏及

不良反應史的傳遞」的項目。

(2)將原本「加強高警訊藥品

及輸液幫浦的使用安全」拆分成兩

個執行細則，且將病人照護安全

的高警訊藥品分為四類，包含：

a.化學治療藥品、b.抗凝血藥劑、

c.降血糖針劑及 d.類鴉片止痛藥

品。

隨著病人安全年度目標的調

整，可發現診所及醫院新年度用

藥安全的內容，都將使用高警訊

藥品的病人照護安全列為重點執

行項目。隨著這類藥品使用者的

增加，藥事醫療照護團隊更有責

任協助病人正確且安全的使用。

同時取消病人用藥過敏史以及不

良反應史的記錄執行項目，代表

著藥師們已將此目標列為工作常

態，積極且確實的完成任務。

雖然衛生福利部病人安全資

訊網目前尚未將社區藥局納入病

人安全目標執行，但社區藥局藥

師肩負著醫師與病人之間重要的

橋梁，對於病人安全的維護更有

著不容忽視的地位。由於處方箋

釋出後，許多病人在就診後會選

擇到社區藥局領藥，在病安維護

的角色上，預防病人重複用藥以

及協助病人用藥整合，有著舉足

輕重的分量；同時也要落實藥品優

良調劑與安全，以及加強使用高

警訊藥品病人的照護安全。由全

體藥師協力完成病人安全工作目

標與執行策略，共同守護醫療品

質及國人用藥安全，才是身為用

藥守護者的責任與使命。

107-108年度診所及醫院的病

人安全目標，日前已公告在衛生

福利部台灣病人安全資訊網的網

頁。

表一、診所版病人安全年度目標

105-106年度病安目標 107-108年度病安目標

目標一、有效溝通

目標二、用藥安全
1. 落實藥品調劑作業
2. 確認從處方到交付藥劑沒有安全疑慮
3. 落實病人用藥過敏史及不良反應史的記錄及運用

(取消)
4. 加強藥物諮詢功能，提升民眾安全用藥能力(取消)

1. 預防病人重複用藥(新增)
2. 落實藥品優良調劑及交付安全
3. 加強使用高警訊藥品病人的照

護安全(新增)

目標三、手術安全

目標四、預防跌倒

目標五、感染管制 (新增)

表二、醫院版病人安全年度目標

105-106年度病安目標 107-108年度病安目標

目標一、提升醫療照護人員間的有效溝通

目標二、落實病人安全事件管理

目標三、提升手術安全

目標四、預防病人跌倒及降低傷害程度

目標五、提升用藥安全
1. 推行病人用藥整合
2.  落實用藥過敏及不良反應史的傳遞(取消)
3. 加強高警訊藥品及輸液幫浦的使用安全

1. 推行病人用藥整合
2. 加強使用高警訊藥品病人的照護安全

a. 化學治療藥品
b. 抗凝血劑
c. 降血糖針劑
d. 類鴉片止痛藥品

3. 加強輸液幫浦使用安全

目標六、落實感染管制

目標七、提升管路安全

目標八、鼓勵病人及其家屬參與病人安全工作

↑  診所版病人安全

年度目標

↑  醫院版病人安全

年度目標

藥師週刊電子報  僅供線上閱覽藥師週刊電子報  僅供線上閱覽本刊圖文未經同意不得轉載

藥師週刊電子報  僅供線上閱覽．版權所有．本刊圖文未經同意不得轉載．禁止以各種形式複製列印

本刊圖文未經同意不得轉載

禁止以各種形式複製列印

藥師週刊電子報

僅供線上閱覽

版權所有
本刊圖文未經同意

不得轉載

 　版權所有 　版權所有 

本刊圖文未經同意不得轉載
版權所有 版權所有 版權所有



2016Pharmacist Weekly 第2054 期  2018.02.26~03.04  第5版活  動

慶祝藥師節 爬山健行宣導用藥安全

 高雄榮總藥劑部智能參訪

◎文╱新竹市記者郭小懷

新竹市藥師公會維持近幾年來的傳統，

於1月28日舉辦「藥師節十八尖山健行趣」活

動，邀請藥師們呼朋引伴一起前往到有小陽明

山之稱的十八尖山，接受芬多精的洗禮。活動

當天寒流來襲，但仍然不減熱情，許多藥師都

一鼓作氣攻頂。

新竹市藥師公會特別在山頂的早起會廣場

舉辦「用藥宣導講座」，邀請爬山民眾共襄盛

舉。由新竹馬偕紀念醫院主任胡雅姿主講「藥

品分級」，讓民眾知道藥品和電影一樣是有分

級的，依安全性歸納為成藥、指示藥及處方

藥。國軍醫院藥師蔡林瑞主講「糖尿病的胰島

素治療」，教導民眾胰島素的分類、用法及注

意事項。新竹國泰醫院藥師江孟欣主講「戒

菸」，從抽菸的危害、戒菸模式再談到戒菸藥

物，增加民眾戒菸的信心。台大醫院新竹分院

的詹美玲藥師主講「廢棄藥品的處理」，鉅細

靡遺地教民眾過期及廢棄藥品處理的五大步

驟，最後也很難得地請到新竹市衛生局科長鄭

舒倫為大家做法規宣導。

健行活動不僅可以連絡藥師們彼此之間的

情感，也可以調劑藥師和家人們的身心。新竹

市藥師公會理事長壽偉瑾表示，希望藉著這樣

的健行活動讓藥師們走出藥局，為藥師們的健

康努力，因為要有健康身心的藥師，才能活力

充沛地進行藥事照護。

◎文╱彰化縣記者胡妙貞

經彰化縣藥師公會醫院推動小組的兩位

常務理事辛苦積極聯絡下，參訪事宜終於在

去年 12月 21日定案，由理事長蕭輔元帶領彰

化縣內醫院組的各一級主管前往高雄榮總進

行參訪。

當天，一行人於 10點左右抵達高榮，在

藥學部部主任李建立及其他主管的熱情接待

下，先於會議室聽取簡報。內容提及高榮目

前以最嚴謹及創新的思維發展出一套專屬於國

人研發的智能管制藥品管理系統，此項由高榮

申請的專利其特色是藥品儲存品項約 70種以

上、LED顯示取藥櫃儲位、可掃描二維條碼、

確認開啟藥櫃藥師身分、確認開啟藥盒是否與

處方藥品相同、可直接扣庫並記錄每一筆取藥

內容；與國外使用的自動調配藥櫃 (ADC)比較

更能有效提升效率及正確性。而且其價格僅及

進口貨的三分之一，且所占空間不大，值得推

薦給處方量較大的社區藥局使用。

住院調劑部分將於今年正式上線將滴速

資訊顯示於標籤上，讓護理人員能更清晰判讀

該給的藥的正確性，也確保患者用藥更安全。

至於大家比較有疑慮的是化療調配的部分，有

鑑於之前北榮藥師脫髮事件，這部分也在李

建立的堅持下，購入了危害性藥物複合系統

Diana，能更精準地將化療藥品調配出來，也

在在顯示確保了病人的用藥安全。

簡報後兵分二路，實地參訪了智能高榮藥

劑部，由於參加的成員都是線上的一級主管，

不時的提出各項問題請教，隨行解說的藥師們

亦不厭其煩地給予正確的資訊。來到門診發藥

區發現諮詢窗口旁擺了一台機器，仔細一瞧原

來是藥品用藥指導單張的列印機，可由民眾自

行選擇需要的藥品品項列印，減少印刷成本及

許多不必要的浪費，同時還提供了用藥指導

APP，讓民眾對藥品有更進一步的認識，也增

加病人的用藥配合度。 

讓大家帶著滿滿的收穫及創新的思維回到

職場。這是一次成功的參訪，各醫院間打破藩

籬，相信在全體藥師的努力下，不只是醫院的

服務品質會提升，社區藥局和醫院間的聯繫與

合作也必能更進一步的加強。

←新竹市藥
師公會於
1月28日
舉辦「藥
師節十八
尖 山 健
行趣」活
動。

←彰化縣藥
師公會由
理事長蕭
輔元帶領
前往高雄
榮總進行
參訪。

高雄市藥師公會 公告
《網路發文的相關法律責任課程》

主辦單位： 高雄市藥師公會法規調解委員會
上課時間： 107年 3月23日（五）下午3:00~ 5:00。
上課地點： 本會教室（鼓山區明華路251號4樓）。
報名資格： 本會會員優先，共100名，額滿為止。
報名日期： 即日起至額滿為止。
費用積分：免費，學分2點（認證中）。
報名方式：(1) 請用手機掃瞄右側行動條碼

QR code報名。
　　　　　(2)   請至高雄市藥師公會網站→

繼續教育課程報名。

課程時間：

《糖尿病乙類學分課程》

課程簡介： 藥師繼續教育之糖尿病教育課程，具糖尿病衛教
學會18小時乙類學分。適合對糖尿病照護有興
趣的藥師及欲修滿50學分參加CDE筆試者。名
額有限，欲報從速。

上課日期： 3/17(六 )、3/18(日 )，共計兩天。AM08:30-
PM17:00

上課地點： 社團法人高雄市藥師公會 -教室（鼓山區明華路
251號4樓 )

報名方式： 一律採用網路報名。請至
https://goo.gl/2zDY5g直接報名

學分申請： 1.臺灣臨床藥學會：繼續教育課
程18積點。（申請中）2.中華民國糖尿病衛教
學會：乙類學分18學分。（申請中）3.高雄市
政府衛生局：共照網學分18學分。（申請中）

注意事項： 1.本梯次名額共80名，2/12(一 )上午10:00起
開放網路報名，額滿為止，不接受其它報名方

式，請見諒。2.報名後，請於5天內完成繳費
(扣除六日 )，無法於期限內完成繳費，則視同
放棄本次報名。3.報名時，請務必填寫正確的
e-mail以利寄發上課通知。4.相關訊息，請至

網站www.kpa.org.tw繼續教育課程查詢或來電
5530155#13莊小姐。

繳費方式： 1.公會現場繳費。2.郵局現金袋，將報名費寄
到 80453高雄市鼓山區明華路 251號 4樓，社
團法人高雄市藥師公會－莊小姐收。收到費用

時，會以簡訊通知，報名成功。※為避免遺失

爭議，不接受其他繳費方式，敬請見諒！

報名費：高雄市藥師公會 -會員500元；非會員1,500元。

時間 內容 講師

下午2:50~3:00 會員報到~ 法規調解委員會
林富莉  主任委員

下午 3:00~4:50
網路發文的相關法律責任 
-以妨害名譽、廣告行銷
為主

佳誠律師事務所
林岡輝  律師

下午 4:50~5:00 課後討論時間

※ 已報名之藥師，若臨時不克參加，煩請致電 (07)553-0155#10
王小姐取消座位。

新竹市
藥師公會

彰化縣
藥師公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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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張鈞智

子宮頸癌疫苗（續）

五、男性施打子宮頸疫苗 13,14

子宮頸癌疫苗並非只有女性才能施打，男性施打也

有效果，只不過經濟效益沒有女性來的高，因此並沒有建

議男性一定要施打，但施打了對男性與伴侶仍有一定的幫

助。根據統計，男性有將近 90%肛門癌和大部分的口咽

癌、陰莖癌是HPV 16、18造成的，有90%的生殖器疣（尖

性濕疣，俗稱菜花）是由HPV 6、11造成；透過疫苗的施

打，肛門癌的預防效果在未感染過HPV的男性可達78%，

若含感染過的則有 50%，口咽癌的預防效果可達 90%；而

生殖器疣的預防，在未受感染的效果可達 90%-100%，含

感染族群的效果仍有66%~78%。由此可知，施打疫苗不但

可以減少男性相關癌症的發生，也能預防生殖器疣及減少

HPV在性伴侶間的傳染。要注意的是，四價、九價疫苗才

能預防生殖器疣，二價僅能預防相關癌症。

結論

人類乳突疫苗的發展對女性之子宮頸癌的預防是一大

福音，上市10年來，從臨床前試驗與上市後持續監測均能

觀察到疫苗的有效性與安全性。其中保護效果在未受感染

與年輕族女性是很好的，但施打疫苗後婦女仍應定期進行

子宮頸抹片篩檢，以早期發現其他基因型或其他原因所造

成之子宮頸異常增生。

疫苗對於感染過人類乳突病毒之女性，仍有一定的效

力，尤其未受感染HPV基因型的預防，但對疾病的治療

（子宮頸癌、尖性濕疣），仍無相關的證據有其效果。

不可避免的疫苗也有不良反應與過敏情形之報導，大

部分為注射部位之紅腫與疼痛；暈眩是可以透過注射後休

息避免其後續傷害，不過還是建議在施打前，告知醫師個

人及家族之相關病史與過敏史，以利醫師審慎評估。

（全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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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作者為三軍總醫院臨床藥學部藥師）

子宮頸癌與人類乳突病毒
（HPV）疫苗之介紹（下）

◎文╱李雅玲

成分與效能 6.7.8（續）

枸杞與黑枸杞內皆含有蛋白質、多醣類（如阿拉伯聚糖、鼠李

糖、半乳糖、葡萄糖、甘露糖、木糖等）、有機酸（如棕櫚酸、油

酸、亞油酸、亞麻酸和花生四烯酸等）、黃酮類、生物鹼及微量元素

（鉀、鈉、鈣、鎂、鐵、銅、鋅、錳等）成分，其中色素成分是表現

枸杞與黑枸杞外表皮顏色來源，枸杞含類胡蘿蔔素呈現鮮紅色，黑

枸杞含花青素呈黑紫色。據文獻進一步研究比較成分。如下表：

在效能方面，包括有抗疲勞、護肝、降血糖、降血脂、延緩衰

老等作用，都與成份有關，其中多醣體能使肝損傷老鼠恢復肝細胞

功能並促進肝細胞增生。花青素含有氧化物歧化酶 (SOD)、過氧化

氫酶 (CAT)、谷胱甘肽過氧化物酶 (GSH-PX)、活性和血清和肝組

織總抗氧化能力 (T-AOC)以及GSH-PX/MDA含量，而降低丙二醛

(MDA)含量，對自由基有較強的清除作用。而黃酮類能將Fe3+還原

成Fe2+，清除Fentaon高級氧化反應產生OH，抑制OH誘發卵磷脂

脂質過氧化作用，防止紅血球膜氧化溶血。

結論

無論是黑枸杞或紅枸杞，都含豐富的營養成分。中藥枸杞是經

過政府單位層層把關，在成份效用上是可確認的，使用量在 6~15

克，也為藥食同源的材料；然而近期流行的黑枸杞未有完整的實驗

數據 (劑量、用法 )，所以目前只宜當食品使用，不宜當作藥材用於

治療疾病。紅枸杞無論食用或藥用應避免大劑量服用，脾虛有濕及

泄瀉者則為禁忌使用。

（全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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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作者為中國醫藥大學附設醫院中藥科藥師）

枸　杞 黑枸杞

活性物質(mg/g)
多糖類   4.201 2.582

黃酮類 17.520 2.772

微量物質(mg/kg)

鉀 21627.70 23300.10

鈉 9789.990 2768.233

鈣 1123.790 2401.637

鎂 1249.950 1968.973

銅 11.456 12.865

鋅 23.123 24.517

錳 12.557 18.707

鐵 83.136 372.747

紅枸杞與黑枸杞（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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