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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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月 21日舉辦「第 13屆第 22次常

務理監事會」。理事長古博仁表

示，有關全聯會於 7月 1日舉辦

「用藥安全路藥師來照護公益嘉年

華會」，將與創世基金會一同公布

全國社區藥局的物資募集成果發

表，由藥師主動邀請民眾共同關

懷弱勢，將愛與溫暖傳遞至社會

各個角落。期望藥師動起來，共

同號召人潮湧進中正紀念堂活動

現場，讓各界看見藥師專業的魅

力。

常務會中，古博仁說明近期

努力的方向，包括參與立委召開

「尊重寵物用藥暨維護人用藥物管

理」公聽會，積極爭取動物使用

人用藥品，由藥師管理；有關建構

社區藥師執行中藥業務，積極與

衛福部中醫藥司研商藥師相關中

藥業務訓練計畫；在健保總額制度

下，爭取提升藥事服務費等。他

希望藥師專業的部分，能因積極

跨出一步，而有成長的空間。他

感謝藥師幹部齊心努力，整合各

方意見，口徑一致對外，讓藥界

所面臨的困境，能迎刃而解。

會中討論提案包括：審查第

13屆第 3次會員代表大會受獎名

單，包括：卸任理事長、金筆獎、

服務藥界屆滿 60年資深藥師、特

殊貢獻獎等；有關全聯會擬向衛福

部爭取社區藥局聘僱相關醫事人

員，如護理師、營養師等，加強

社區藥局功能，以提升社區藥局

於長照服務之實力。

【本刊訊】衛福部食藥署進駐

南港國家生技園區，於 6月 13日

舉辦揭牌典禮。藥師公會全聯會

理事長古博仁出席，他表示，食

藥署進駐國家生技研究園區，打

造生技產業聚落，有利製藥創新

育成。

南港國家生技園區以創新

研發為導向，結合中央研究院、

科技部國家實驗研究院實驗動物

中心、財團法人生物技術開發中

心及藥品商品化中心等跨部會機

構，形成台灣新藥研發產業聚

落。衛福部長陳時中表示，政策

方針以專業做核心，尊重民意需

求，強化藥品與醫材之法規諮詢

輔導，協助相關產學研界研發成

果儘早進入臨床試驗與上市申

請，促進國內生技製藥產業發展。

食藥署長吳秀梅指出，食藥

署已於520之前就進駐「國家生技

研究園區」。醫藥界共同努力做出

成績，讓國際無法忽略台灣實力，

台灣已於 6月7日已成為國際醫藥

法規協和會 (ICH)會員，是國際醫

藥合作的大突破。未來將致力於

建置友善管理機制，優化法規相

關諮詢服務，希望藉由發展產業

創新聚落及串聯跨研發與法規能

量，吸引跨國企業投資、扶植國內

中小企業創新，強化與國際鏈結，

提升我國於國際的能見度。

【本刊訊】衛福部食品藥物管理

署於 6月 19日公告修正「藥事法第

二十七條之二必要藥品清單」，共計

294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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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十七條之二第一項規定，向食

藥署通報。其通報方式、內容及相關

應遵行事項，依105年7月11日公告

「必要藥品短缺通報登錄及專案核准

製造輸入辦法」規定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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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藥師公會全聯會於6月21日舉辦「第13屆第22次常務理監事會」，
會中積極邀請民眾參與7月1日公益嘉年華會。

：藥師發揮專業 邀集民眾關懷弱勢
「用藥安全路 藥師來照護 公益嘉年華會」7.1盛大舉行

衛福部食藥署進駐南港國家生技園區 揭牌

衛福部公告修正「藥事法第二十七條之二必要藥品清單」

古
博
仁

↑藥師公會全聯會理事長古博仁出席6月13日食藥署進駐南港國家生
技園區揭牌典禮。

藥事法第二十七條之二第一項

藥商持有經中央衛生主管機關公告為必要藥品
之許可證，如有無法繼續製造、輸入或不足供
應該藥品之虞時，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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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藥事法第九十六條之一

藥商違反第二十七條之二第一項通
報規定者，中央衛生主管機關得
公開該藥商名稱、地址、負責人姓
名、藥品名稱及違反情節；情節重
大或再次違反者，並得處新臺幣六
萬元以上三十萬元以下罰鍰。

（資料來源：衛福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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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藥師郭正睿

為有效建立遠離毒害的健康

社會，讓「防毒、拒毒」觀念能向

下扎根，彰化基督教醫院自103年

起接受彰化縣衛生局委託，積極

致力於縣內社區團體、各級學校

之反毒創意宣導活動。今年更與

建國科技大學合作，在隨行藥師

協助下，一同聯手帶領同學們進

行「藥．不要玩」反毒桌遊。

活動一開始是先由藥師進行

互動式的「反轉毒害四行動」綱

要短講，讓同學們對「防毒、拒

毒」有簡要概念，接著就進行桌遊

規則說明。「藥．不要玩」反毒桌

遊，是以大富翁為藍本，裡面列

有搖頭丸、K他命、神仙水、浴鹽

等 10種毒品，主要是以各類毒品

使用後可能產生的症狀做設計，

像是肝臟損壞、心跳加快、記憶

障礙、橫紋肌溶解症等，只要蒐

集到吸食該毒品的5種症狀，便可

以成功戒毒得分。

透過和同儕一起玩桌遊，不

僅能夠聚攏人心，從線上虛擬交友

模式拉回現實互動，促進同儕間感

情，也能讓青少年從遊戲中認識毒

品、了解毒品的危害，並且學習如

何拒絕毒品的誘惑，以寓教於樂的

方式宣導反毒知識。優勝者還可

獲得獎品，宣導效果出奇的好，讓

老師與同學們都大有斬獲。

預防醫學 打造健康之鑰 破解疾病密碼

結合傷殘聯誼協會 台東正確用藥宣導齊步走

◎文╱台南記者林秀鈴

預防醫學是健康的嶄新觀

念，以預防疾病發生來代替對疾

病的治療；希望透過蒐集生活習

慣、環境因子、臨床醫學與基

因等資訊加以分析研究，尋找預

防與治療疾病之基因。衛福部委

託中研院建置「台灣人體生物資

料庫」於北、中、南分別設立多

處駐站，邀請 30~70歲無得過癌

症國人一起響應並至 http://www.

twbiobank.org.tw/

網站報名參加。

慢性疾病及癌

症的發生與外在因

子（飲食、環境、

生活習慣）及內在因子（基因）息

息相關，有些人一輩子抽菸喝酒

都沒得癌症，反而是不菸不酒者

得到癌症；同樣的藥有些人吃了很

有效，有些沒效或出現嚴重副作

用，這些都與外在因子及內在因

子有關，同樣是人類，但是基因

上有些不同與變化，因此同樣生

活、飲食、藥物在每一個人身上

也都會不一樣。

為了要了解這些差異，長

期蒐集並儲存各種不同的致病因

素，例如遺傳、環境、醫療、生

活習慣等等於該資料庫中，結合

基因與其他醫學資訊針對台灣常

見疾病進行大規模對照及研究，

以找出台灣人常見疾病的危險因

子，設法改善台灣人健康狀況。

希望透過「台灣人體生物資

料庫」數據的分析找出各種疾病的

成因並針對疾病進行較準確有效

的治療將現代醫學推向「個人化醫

學」，在有足夠的樣本資料及長期

追蹤結果，從中找出常見疾病的

成因進而達到預防及精準治療，

打造健康之鑰破解疾病密碼，促

進醫學進步與下一代國人健康。

桌遊「藥．不要玩」 健康反毒 翻轉未來

◎文╱台東縣記者藩孟庭

正確用藥宣導一直以來都是

全國各地藥師公會致力推動的重

點，尤其是在用藥安全與毒品防

制，民眾有正確的用藥觀念，自己

與家人的用藥安全便會多一分保

障；了解新興毒品趨勢的危害，便

能幫助家人與朋友遠離毒品威脅。

5月20日台東縣藥師公會理事

長廖秀玲特別邀請台東縣傷殘聯

誼協會一同舉辦正確用藥的宣導，

宣導內容是常見但重要的「用藥安

全」與「毒品防制」，分別由陳韋

名與林秀娟兩位藥師主講。內容描

述活潑生動，Q&A互動模式更增

進民眾的專注與瞭解，同時還列舉

許多生活上的實例，例如現在許多

的毒品都會「變裝」，像在玩「超

級變變變」一樣，可能偽裝成咖啡

包、奶茶包，或是各種餅乾、糖果

等，容易使人降低警戒心，提醒民

眾如果遇到包裝奇異的零食須要

多加留意。

宣導完後藥師們也協助民眾

測量血壓，提供藥物使用相關問題

的解答，另外也有慈濟師伯捐贈衛

生紙，公會也準備紀念品贈送熱情

參與的民眾，參與者皆滿載而歸。

← 台東縣藥
師公會與
台東縣傷
殘 聯 誼
協會合作
舉辦毒品
防制與正
確用藥宣
導。

← 彰化基督教
醫院積極致
力於社區團
體、各級學
校 之 反 毒
創意宣導活
動。

新北市藥師公會 公告
《107年度拒菸反毒公益籃球交流競賽》
主辦單位：新北市藥師公會 -樂活力委員會
活動時間：  7月22日（星期日）08：30 - 17：00
活動地點： 國立華僑高級中等學校體育館 -室內籃球場（新北市

板橋區22057大觀路一段32號）
報名時間：  6月 27日 (星期三 )13:30至 7月 11日（星期三）

17:00止（或額滿截止報名）。
參加對象： 共5隊，限額75名（個人報名者，將由主辦方安排

隊別。） 額滿恕不受理，請詳看網站公告
報名方式： 1、請詳細填寫報名表後，將報名表回傳（傳真：

2278-3267）。2、Email：tcpa.t67@msa.hinet.net 
資料回傳後皆須電話進行確認以完成報名手續（缺
件不予受理）

注意事項： 考量團體活動需辦理保險，欲取消活動報名請於7
月13日12:00之前告知。若報名成功而未告知缺席
者，將取消半年內參與活動之資格。

活動費用： 採隊伍報名者：每隊繳納保證金NT$ 2,000元整，全
程參加比賽之隊伍憑繳費收據辦理退費；如報名後，
當日未出席活動者，本會視同放棄，將不予以退還。

注意事項： (1 )會員報名參加者需繳付（107）年度常年會
費，經查核如未繳付者，恕不受理報名。(2)請
參閱本會網站http://tcpa.taiwan-pharma.org.tw/
node/31721。

《手做木工筆活動》

活動日期：7月29日 (星期日 )13:00-16:00
主辦單位：新北市藥師公會 -診所藥師委員會
協辦單位：吉田藥局
地　　點： 吉田藥局 (新北市新莊區西盛街313號B1)                                                         
報名時間： 7月5日（四）13:30分起至7月19日（四）中午12

點止，或20名額滿即截止報名。
報名資格： 限新北市藥師公會會員（需繳清107年度常年會費）
報名方式： 僅接受線上報名，請至全聯會平台線上報名（須先

登入藥師個人帳號）
費　　用：免費
活　　動： 本次活動內容請上本會網站http://tcpa.taiwan-

pharma.org.tw/node/31616查閱。

《107年度社區藥局實習指導藥師培訓》
 本次課程內容請上本會網站查閱http://tcpa.taiwan-pharma.
org.tw/node/31722

預計上課日期： 8月 12日（星期日）、8月 19日（星期日），
08：30 ~ 17：00，共計兩天，16學分。

預定上課地點： 新北市藥師公會會館（新北市三重區重新路五
段646號8樓）。

參加培訓資格： (1)藥師具兩年以上健保特約藥局執業或社區藥
局相關教學經驗。(2)自評符合實習指導藥師
守則之「專業準則」、「病人照顧準則」、「指
導實習生守則」等規範。(3)具教學熱誠，有
積極意願指導藥學生實習者（參加課程前須簽
屬個人資料保護同意書）。(4)符合前三項條件
者，應填具推薦暨報名表，由推薦單位審核通
過後，始得參加培訓。

報名表： 姓 　 　 名 所 屬 公 會

藥 局 名 稱 身份證字號

出生年月日 執業場所電話

行 動 電 話 藥師服務年限

藥 師 證 號 餐 　 　 點 □葷　□素

電 子 信 箱 　　　　　　＠　　　    　　　　（請寫正楷）
通 訊 地 址 □□□□□　　　　　　　　　　　　　　　

備 　 　 註
請將報名表mail至 tcpa.t67@msa.hinet.net或 
傳真 (02)2278-32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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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市藥師力挺「e化反毒顧健康」QR code上路

新竹市藥師公會會員大會 熱鬧展開 

◎文╱台南記者黃大晉

每年6月為全國反毒宣導月，

臺南市政府整合心理健康資源將

「藥物濫用篩選量表 (DAST-20)」、

「簡式健康量表 (BSRS-5)」、「酒精

使用疾患確認檢測 (AUDIT-10)」三

種量表分別以「反毒專區」、「心

情溫度計園地」及「戒酒專區」呈

現個別特色，設計QR code標章張

貼於社區藥局、診所及衛生所，供

民眾手機掃描QR code即可獲得資

訊與相關訊息，系統將會主動回饋

施測者，並提供轉介管道服務，讓

有相關困擾民眾獲得協助管道。

臺南市政府衛生局於5月29日

辦理「e化反毒顧健康」宣導記者

會，記者會現場透過短劇模擬個

案至社區藥局向藥師反應其有情

緒困擾等問題，透過藥師推薦其

手機掃瞄QR code，進行檢測量表

評估，並透過平台提供相關醫療

資訊，進行後續醫療協助為活動

揭開序幕。

衛生局副局長黃文正邀請行

政院政務顧問蘇新田、台南市藥

師公會理事長吳振名、台南市南

瀛藥師公會理事長張鐘伍及其他

醫藥公協會代表，共同進行全台

首創「e化反毒顧健康」啟動儀

式。活動當天，專設QR code操作

平台體驗區，讓現場150位醫、藥

專業人員及社區民眾實際體驗及

瞭解台南市醫療資源。

黃文正表示，社區藥局、診

所是市民朋友的好厝邊，特別感謝

醫師公會及藥師公會團體，協助公

部門前進社區與民間機構協力布

點，就便利性得到施測量表，讓市

民朋友可以傾聽自己身體的聲音。

藉由資訊媒體的結合，將台南市醫

療戒治資源有效轉達有需求者。

希望市民朋友能妥善運用此資源

或周知有需求者，讓有需求者能得

到妥善醫療照護，建構大台南健康

城市之願景。

◎文╱新竹市記者古敏宏

新竹市藥師公會於5月27日，

召開第12屆第3次會員大會。不同

以往，此次特別辦在新落成的風

采宴會館，不論是裝潢、環境甚

至菜色皆有耳目一新的感受。

新竹市藥師公會理事長壽偉

瑾在工作報告中提到，公會106年

成為桃竹苗「正確用藥教育資源

掛牌中心」，共計舉辦了 74場宣

導活動，參與人數約 3376人次，

深入學校、鄰里社區，為民眾做

更深更廣的用藥服務。而社區藥

局的藥師們積極參與北區健保署

的「高診次藥事照護計畫」，選案

數 627件、收案數 319件，收案率

50.88%，努力提升對居家老人的

藥事服務。

接著表揚績優藥師包括：一、

熱忱協助辦理繼續教育：台大醫院

新竹分院、新竹國泰綜合醫院。

二、熱心指導藥學實習生藥師：李

璧瑤、何夢婷。三、積極參與公

會活動並協助輔導新進、熱心服

務地方民眾藥師：林櫻峯、周維

禎、施玉卿。四、記者郭小懷及

儲備記者古敏宏，積極報導公會

活動，提升公會形象。五、入會

40年資深藥師：古榮政、陳彩鳳、

許賜旺、林明珠、黃寶玉。服務

藥界 40年的資深藥師，可說人生

大半輩子都為藥界努力，不因為

年老就停止學習，可做為大家的

表率。   

當天與會貴賓包括：立法委員

柯建銘、新竹市政府副市長沈慧

虹、衛生局長、科長、議員、全

聯會理事長古博仁及各縣市理事

長等。中場餘興節目，由全體理

監事表演「你是我的花朵」，戴墨

鏡加上搞笑的動作贏得台下熱烈

的歡笑與掌聲。

最後是大家最期待的紅包獎

金抽獎，抽完後理事長還自掏腰

包加碼獎金3份，會員一致叫好。

整個大會聚餐在一片歡樂中，圓

滿的結束。 

雲林縣藥事照護案例討論 藥師熱烈參與 
◎文╱雲林縣記者黃永成

雲林縣衛生局 5月 20日配

合計畫辦理「推動社區多元藥

事照護計畫－案例討論會」，由

藥師公會全聯會主辦，食藥署

指導，透過社區藥師的藥事照

護，走入社區協助民眾，提供

主動的照護，進而提升民眾用

藥安全品質，並教育其正確用

藥觀念，讓藥事照護模式能長

期深根地方。

會議當天，衛生局藥政科

長朱虹靜、藥師公會全聯會常

務理事廖玲巧、雲林縣藥師公

會理事長許新交等多位長官與

幹部蒞臨指導，並與社區藥局

藥師共同參與案例討論會。

許新交會中表示，期許以

縣市衛生局做為整合平台，結

合當地醫藥相關團體及社區資

源，藉由培訓過的藥師執行社

區式藥事照護，提供在地化的

藥事服務，為民眾的用藥安全

把關。會中，參與藥師都熱情

分享自己成功的照護案例、執

行內容，也提出案例的問題與

困難點，在問題導向的學習當

中，更加成長與精進。

藥事照護在整個醫療照護

體系中扮演著重要角色，也是

不容忽略的一環，藉由照護計

畫的參與，積極學習與培訓，

提升照護藥師自我的專業素

養，並加強照護品質，以保障

病患的用藥安全。未來肯定會

翻轉民眾對藥師刻板的認知。

←臺南市衛生
局於5月29
日 舉 辦「e 
化反毒顧健
康」宣導記
者會。

←5 月 27 日，
新竹市藥師
公會召開第
12 屆第 3 次
會員大會。

↑QR code量表網址
http://122.146.205.195/home

↑ 5 月 20 日雲林縣辦理「推動社區多元藥
事照護計畫－案例討論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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藥師不可不知的「老藥新用」

愛滋病毒暴露前預防性投藥(PrEP)指引更新 
◎文╱高雄記者楊凱婷

2016年聯合國估計全球約有180萬人診斷

出愛滋病毒（HIV）感染，而台灣至1984年累計

至2018年4月30日已有37,700人確認感染HIV。

世界衛生組織於 2015年建議將暴露前預

防性投藥 (Pre-Exposure Prophylaxis (PrEP)，納

入全球愛滋病防治重要措施之一，台灣愛滋

病學會於 2016制定了「台灣暴露前口服預防

性投藥使用指引」，台灣衛生福利部食品藥物

管理署（TFDA）於 2016年 8月正式核准TDF/

FTC做為暴露前預防性投藥預防HIV感染的藥

物，目前用於愛滋病毒暴露前預防性投藥為

Tenofovir+Emtricitabine (Truvada ®)。

台灣愛滋病學於2018年3月22日更新增加

依需要時 (On demand)的使用方式，其更新內

容為：

1. 依需要時 (On demand)使用TDF/FTC的固定

劑量複方製劑的建議：

(1) 建議高感染風險男男間性行為者與高

感染風險跨性別女性每日口服 tenofovir

（TDF）300 mg合併 emtricitabine（FTC）

200 mg的固定劑量複方製劑。

(2) 或是依需要時使用TDF/FTC的固定劑量

複方製劑。

2. 依需求使用（On-demand use）使用劑量及用

法：每次性行為至少服用4顆

(1) 單次性行為：使用者在可能發生不安全性

行為前2至24小時服用2 顆，服藥後的24 

小時與 48 小時，各服用1顆。

(2) 連續性行為：使用者在可能發生不安全性

行為的前2至24小時服用兩顆後，服藥後

每隔 24小時服藥一顆，直到最後一次性

行為後兩日為止。

(3) 最後一次服藥到當次性行為時間間隔小

於7天：若使用者在最後一次服藥距離當

次性行為時間間隔小於7天，當次性行為

前2至24小時僅須服用一顆，並在服藥後

的 24小時以及 48小時服藥，完成此次依

需求使用暴露前預防性投藥。

3. 以下情形不建議使用On demand PrEP

(1) 非男男間性行為者或跨性別女性。

(2) B型肝炎病毒帶原者。

(3) 無法記住或是容易混淆需求時使用PrEP

的服用方式。

(4) 無法事先計畫發生性行為的時程。

(5) 一個禮拜超過兩天非連續發生的性行為。

預防性投藥的使用方法較為特殊，希望能

夠藉由新的治療方法，降低愛滋病毒感染率。

HIV：Human immunodficiency virus

PrEP：Pre-Exposure Prophylaxis

資料來源

1. 台灣愛滋病學會 -台灣暴露前口服預防性投

藥使用指引

2. 衛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 -慢性傳染病組

◎文╱藥師賴淑音

藥師：「陳先生，醫師開給你的藥裡面有

一個化痰藥，因為是發泡錠所以回家後要加水

溶解後用喝的喔！」 

陳先生：「化痰藥？可是醫師剛剛是說要

開一個保護腎臟的藥給我耶！」

藥師：「那你最近有要做什麼檢查嗎？」

陳先生：「喔！有啦！下禮拜要做血管攝

影啦！」

沒錯！上面故事的主角就是acetylcysteine，

署核適應症為化痰及acetaminophen中毒的解毒

劑，但是您知道嗎？acetylcysteine除了化痰外，

還可以用在預防顯影劑所造成的急性腎損傷

(AKI)，雖然最新一期的新英格蘭雜誌 (NEJM)

發表了研究結果顯示，不管是使用靜脈注射

sodium bicarbonate跟 sodium chloride來比較或

是口服 acetylcysteine跟安慰劑來比較，都不能

預防 90天內腎功能持續下降、急性腎損壞、

洗腎及降低死亡率。不過，臨床上我們依然可

以看到這樣的處方，這就是所謂的老藥新用或

核准外適應症 (off-label use)，所以提醒大家，

如果在處方診斷上無法清楚辦別藥物使用目的

時，可以進一步詢問病人就醫的狀況，以避免

造成誤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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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作者為臺北市立關渡醫院藥師）

藥品 署核適應症 藥理作用 其他或新的用途

Aspirin
男性短暫性缺血性發作，預防心肌
梗塞，預防心栓性栓塞症

抑 制 c y c l o o x y g e n a s e ， 降 低
prostaglandin形成，抗血小板作用

不孕症、大腸癌

Anti-epileptic 
medications, ex. 
Topiramate

癲癇、預防偏頭痛 阻斷鈉離子通道、調節 GABA 活
性、拮抗glutamine接受體、抑制
carbonic anhydrase

抑制食慾、預防體重增加
的副作用

Botulinum toxin

眼瞼痙攣、半面痙攣、局部肌肉痙
攣症、斜視、痙攣性斜頸、小兒腦
性痲痹引起之肌肉痙攣、上臉部皺
紋、原發性腋窩多汗症

抑制acetylcholine及神經傳導物質 斑禿(Alopecia Areata)、
乾癬、面部紅斑、神經
痛、油性皮膚、汗皰疹...

Bisphosphonates, 
ex. Alendronate

骨質疏鬆症 抑制 fa rne s y l  p y r opho spha t e 
synthase使蝕骨細胞凋亡

柏 哲 德 氏 症 ( P a g e t ' s 
disease)

Hydroxyurea
黑色素瘤、抵抗性慢性髓性白血
病、復發、轉移或不可開刀之卵巢
癌

抑制ribonucleotide reductase阻擋
DNA合成

乾癬、鐮刀型紅血球疾病
(sickle cell disease)、血
小板過多

Immunoglobulin IV 
(IVIG)

原發性免疫不全症、免疫球蛋白缺
乏、後天免疫不全(AIDS)合併復發
性感染、原發性血小板缺乏性紫斑
症、異體骨髓移植、川崎氏症

取代IgG抗體、阻斷自體抗體跟巨
噬細胞結合、抑制發炎物質釋放

多發性硬化症、抗磷脂
症候群(Antiphospholipid 
Syndrome)

Metformin

第二型糖尿病 降低肝臟的葡萄糖新生作用、降低
小腸的葡萄糖吸收作用、提高周邊
組織對葡萄糖的吸收與利用、降低
胰島素抗性

多囊性卵巢症候群

Methotrexate
絨毛膜腫癌、白血病、淋巴肉腫、
水囊狀胎塊

可 逆 性 的 抑 制 d i h y d r o f o l a t e 
reductase、抗發炎及免疫抑制作用

類風濕性關節炎、紅斑性
狼瘡

Nifedipine
狹心症、高血壓 阻斷鈣離子通道、平滑肌鬆弛、血

管擴張
不孕症

Thalidomide
多發性骨髓瘤 鎮靜、止吐、抑制血管新生作用、

抑制發炎與免疫調節作用
肝癌

常見的老藥新用的例子

中華民國藥師公會全國聯合會 公告
《107年度長期照護醫事人員 -藥師Level II培訓課程》

（如有疑問可電洽02-2595-3856轉128李思筠助理督導）

場次 日期 地點 報名開放日期

花蓮場
7月21日、7月22日
7月28日、7月29日

花蓮縣衛生局
台東縣藥師公會
(視訊場)

6月21日
中午12點整後開放

台中場
7月22日、7月29日
8月5日、8月12日

童綜合醫院
6月22日

中午12點整後開放

高雄場
8月12日、8月26日
9月2日、9月9日

高雄榮民總醫院
7月12日

中午12點整後開放三軍總醫院澎湖
分院(視訊場)

台北場
10月6日、10月7日
10月27日、10月28日

台北市藥師公會
(長春會館) 9月6日

中午12點整後開放信義會館
(視訊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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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鄉國小校慶 柳營奇美藥師反毒宣導

龍舟隊極限挑戰 　　　連續七年上榜

◎文╱藥師 育新

嘉義縣朴子市近來因高鐵通

車，設站於附近的太保市，以及東

西向高速公路的發展，朴子如今已

成為嘉義西部乃至北台南地區的交

通要道。

然而，交通帶來了人潮的同

時，也帶走了農業都市的年輕人，

位在東西向高速公路交流道下的朴

子大鄉國小更是如此。此次應大鄉

國小邀請，於 5月份 42週年校慶園

遊會中，配合進行反毒宣導。除驚

訝於交通的便利外，校園精緻的校舍，著實令

人有種來到都市田園的感受。陪伴孩子一同玩

樂中，才發現如此美麗清新的校園裡，全校加

上幼兒園學生數也不過百來人，而陪同孩子們

參加活動的家庭，不乏隔代教養的祖父母，或

是新移民家庭等，雖說交通便利，但大鄉國小

或許就是個非典型的偏鄉國小。

既是偏鄉，孩子們的教育更應落實，此行

資源中心派出兩名藥師，利用桌遊「搶救小雨

大作戰」、「藥不要玩」、「反毒快問快答」等

遊戲進行教導，將反毒知識從小就種植在孩子

的心中，也為家庭提供正確用藥及反毒的資

訊，希望孩子們就算在弱勢的環境中也能夠擁

有勇氣與知識，當面對毒品的誘惑時，做出正

確的選擇，伸手擁抱健康的未來。

民眾如有宣導講座需求，歡迎來電至柳

營奇美醫院「反毒教育資源中心」諮詢，有專

責人員提供服務。服務專線：(06)6226999 轉 

77103、77105，服務時間為星期一∼星期五上

午8:00~17:00（國定假日休息）。

◎文╱桃園市記者張淑玲 
延續百年傳統，2018桃園市市長盃龍舟

賽，在端午節連續假期的 6月 16日 ~18日三

天，於鑼鼓喧天中熱鬧舉行。

桃園市藥師公會組成的龍舟隊，連續第七

年參加「特色客庄12大節慶」之一的龍潭觀光

大池極限挑戰龍舟競賽。

桃園市藥師公會康樂主委兼教練朱恩頤

表示，因為賽前連續兩個週六的練習日，艷陽

高照，酷熱當頭。原本擔心部分隊友會不經久

曬，打退堂鼓。所幸正式比賽時，男女共25人

全員到齊；而自願到場的藥師會員，也在總召

林於誠號召下，在岸邊為選手搖旗吶喊打氣。

她說，「龍舟隊奮鬥意志與啦啦隊團結精神，

十分符合此次『龍潭歸鄉文化節』－『乙未客家

戰役文化季』主題，令人激賞與感動！」

今年因賽制調整，僅13位選手下水。去年

因暈眩症無法湊成七連莊的藥師陳怡叡當奪標

手，他體會到無論年紀大小、噸位輕重，膝耐

力與默契訓練才是奪牌的關鍵。

初次上場的藥師陳瑞玲，對此「五感體

驗」滿意度百分百 !甚至希望明年也能組成女

子隊，進軍公開女子組比賽。

領隊謝志忠理事長表示，感謝會員伙伴持

續支持，讓「桃園市藥師公會龍舟隊」年年報

名且「榜上有名」，更與「桃園市藥頭隊」（連

續第六年參加，由藥劑生與西藥商組合），雙

雙為提高藥界曝光率盡心。此次活動也藉由書

面簡介與比賽行進中的廣播放送，強化社會大

眾對藥師專業與熱情融入社區活動的印象。

↑桃園市藥師公會組成龍舟隊，連續第七年參加「桃園市市長盃龍舟賽」。

↑柳營奇美醫院反毒教育資源中心於5月份，參與大鄉國
小42周年校慶園遊會，進行反毒宣導。

桃園市
藥師公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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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蘇俊中

麥粒腫（hordeolum）與霰粒腫（Chalazion）是眼瞼常見的疾

病，霰音同「線」，許多病人常對這兩種疾病產生混淆。麥粒腫

是一種發生在眼瞼的急性局部感染，致病菌通常是金黃色葡萄球

菌。因其腫塊像是麥粒般，所以稱為麥粒腫，好發在蔡氏腺（Zeis 

glands），在此皮脂腺感染，稱為外麥粒腫；另外，也可能在麥氏腺

（meibomian glands）發生感染，亦稱為內麥粒腫。而霰粒腫則是因

為眼瞼皮脂腺阻塞及過度分泌皮脂造成慢性發炎，在眼瞼產生肉芽

腫組織，因大多是群聚的肉芽腫，像是冰霰粒般，因此稱為霰粒腫。

流行病學

麥粒腫與霰粒腫在眼瞼疾患中是相當常見的，不過目前並沒有

明確的盛行率或發生率的資料。但成人，尤其是 30~50歲，發生率

較兒童高，推測是成人體內有較高的雄性素，可能增加眼瞼皮脂腺

分泌脂質的濃度，易造成繼發性感染或皮脂腺阻塞。

病生理學

麥粒腫通常發生本來就患有眼瞼炎的病人，因眼瞼發炎造成皮

脂腺變厚，更分泌濃度高的皮脂，所以因為發炎及過度分泌皮脂導

致皮膚屏障弱化，造成金黃色葡萄球菌伺機感染眼瞼，組織學上，

在患部切片可以發現大量的多核性白血球及膿腫。霰粒腫則是因為

過多的皮脂造成皮脂腺阻塞及分泌至眼瞼其他部位，結果產生慢性

發炎的肉芽腫組織，組織學上，則可發現大量單核球及脂肪化巨噬

細胞。雖然兩者在病生理學不太相同，但麥粒腫持續發炎仍可能變

成霰粒腫，反之，長期的霰粒腫也可能產生急性感染變成麥粒腫。

相關危險因子

造成兩者的相關危險因子類似，如眼瞼炎、紅斑性痤瘡、脂漏

性皮膚炎或具有較高的血脂濃度。另外，像是眼瞼未妥善清潔或生

活壓力雖然不知確切機轉如何，但這兩個危險因子在臨床上的確可

能造成麥粒腫或霰粒腫。

臨床表現

麥粒腫是一種急性的發炎反應，因此產生了紅腫熱痛的腫塊，

有時可能過大的腫塊壓迫眼瞼，造成散光或視力模糊。霰粒腫是一

種慢性發炎的肉芽腫組織，不像麥粒腫會有紅腫熱痛的腫塊，而是

不會有紅熱痛的腫塊，但其過大的腫塊仍可能造成散光或視力模糊。

（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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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作者為三軍總醫院臨床藥學部藥師）

麥粒腫與霰粒腫的治療（上）

◎文╱潘師儀、陳豪君

結語

 丹參在傳統中醫用藥上主要是利用其活血化

瘀的功能處理心血管及婦科問題，對於處理癥瘕

積聚等抗癌方面的研究近年來也開始有科學研究

依據。在細胞研究上，丹參萃取物成分丹參酮 IIA

可以藉由調控細胞周期、細胞增殖、細胞凋亡、

訊息傳導及轉錄。丹參酮 IIA兼具調控細胞外基

質 /附著分子相關基因以抑制癌症細胞株的生長

增殖及轉移侵犯性 2；乳癌的動物實驗中亦證明丹

參萃取物可抑制腫瘤體積增大及促進癌細胞自戕
3；在臨床研究方面，丹參的活血化瘀功能可以促

進癌症術後傷口修復、避免術後傷口壞死 4，但與

抗癌相關的臨床研究仍待進行，目前在健保資料

庫研究中，丹參在1998-2008年間台灣乳癌婦女中

藥處方中位居第二 5，在十年期大腸癌診斷治療追

蹤結果，丹參抑制大腸癌復發的作用與使用劑量

及天數呈正相關 6；綜合以上，丹參可能提供未來

癌症藥物研發治療的契機。

（全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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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作者潘師儀為義大醫院中藥局藥師、

陳豪君為義大醫院中醫部住院醫師）

丹參抗癌作用與
機制探討（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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