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藥師週刊

退 件 請 退 回

板橋國慶郵局

愛心公益嘉年華會 盛大舉行

◎文／記者蔡秋鳳、藥師王秋香

7月 1日在中正紀念堂藝文廣

場，有一場「用藥安全路 藥師來

照護」愛心公益嘉年華會，活動現

場人山人海、熱鬧非凡。衛生福利

部長陳時中、主辦單位食藥署長

吳秀梅，在活動一開始，就親臨現

場，與藥師、民眾一起共襄盛舉。

國健署長王英偉、疾管署長

周志浩、健保署副署長蔡淑鈴、

中醫藥司長黃怡超、臺北市長柯

文哲、臺北市衛生局長黃世傑、

臺北市民政局長藍世聰、新北市

衛生局長林奇宏、立委江永昌、

李彥秀、林昶佐、吳秉叡、吳思

瑤、羅致政、蘇巧慧、蔣萬安等

人，也參與盛會。

陳時中致詞時表示，藥有處

方藥、指示用藥、成藥、原廠藥、

學名藥、新開發藥等，民眾要弄清

楚很困難，這次藥師嘉年華會，教

導民眾認識藥品，藥怎麼吃對健康

才有幫助。長期照護是目前政府正

在推動的重要政策，藥師也列入專

業職務，針對年長者重複用藥整

合，可以尋求社區藥局藥師諮詢。

吳秀梅指出，台灣的醫療團

隊是世界有名，有優秀的醫師群

和優質的藥師團隊。全國40,000位

藥師，8,000家社區藥局，民眾有

用藥問題，都可直接尋求社區藥

局藥師諮詢。同時呼籲，台灣學

名藥療效一定要與原廠藥相同，

要有信心，大力支持台灣學名藥。

此次活動係由食藥署委託藥

師公會全國聯合會舉辦，並由衛

生福利部及所屬機關、地方藥師

公會、藥學相關公會與藥商業者

等共同參與，透過現場活動及攤

位，讓藥師與民眾互動，除讓民

眾瞭解用藥安全知識，並讓民眾

瞭解藥師的專業及重要性。

柯文哲表示，此嘉年華會主

要讓民眾了解藥師的專業及中西藥

用藥安全，宣導慢性疾病處方箋釋

出的好處、長期照護、廢棄藥品的

指導、戒菸的重要性。柯文哲也感

謝藥師公會及社區藥局與社會局

合作，在台北市首創「家庭藥師」

制度服務，讓藥師到有需要的病

患家裡做用藥指導服務，更可貴的

是，還幫助澎湖

離島也成立了家

庭藥師制度。

↑「用藥安全路 藥師來照護」愛心公益嘉年華會，7月1日於台北市中正紀念堂舉行，衛福部長陳時中（右八）、食藥署長吳秀梅（右七），活
動一早即親臨現場共襄盛舉。

↑衛福部長陳時中。 ↑食藥署長吳秀梅。

「用藥安全路 藥師來照護」 衛福部長、食藥署長力挺

↑「用藥安全路 藥師來照護」愛心公益嘉年華會，活動現場熱鬧非凡、人山人海。

陳時中：教導民眾認識藥、安全用藥

吳秀梅：優質藥師團隊提供用藥諮詢

→活動相關影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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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藥安全這條路 永遠沒有止盡

【本刊訊】7月 1日「用藥安

全路  藥師來照護」愛心公益嘉

年華會，活動當日民眾高達數萬

人次，亦有超過百位藥師現場服

務，並提供用藥諮詢攤位，歡迎

民眾向藥師詢問用藥問題。

藥師公會全聯會理事長古博

仁表示，身為一位藥師，長時間

關心台灣的用藥安全，從許多數

據來看，台灣的用藥量是美國的

7.2倍，台灣洗腎率居世界之冠，

藥師有責任教育民眾，在使用藥

品時，除了發揮藥物療效，還要

了解如何降低用藥風險。

他感謝食藥署在活動規劃之

初，給予的指導、鞭策與勉勵，

而藥師公會傾全力舉辦此次活

動，讓所有民眾認為「必須要增

加一位藥師朋友，跟藥師站在一

起。」藥不分中西，所有藥品吃

下肚，在人體會產生多少交互作

用，期望透過藥師的專業，傳達

正確資訊，告訴所有民眾如何正

確用藥。

全國藥局近8千家，其中有將

近9千多位藥師，默默堅守工作岡

位。根據去年的資料顯示，有超

過七成的社區藥局，一個禮拜才

休息一天，多數社區藥局全年無

休，是協助民眾用藥安全的好鄰

居。

創世基金會台北院區院長謝

孟珊表示，感謝藥師支持，並與

創世合作植物人物資募集活動，

邀請民眾一起做愛心，此次「愛心

藥局」所募集尿布、營養品、看護

墊、奶粉等物質，可實質幫助植

物人，深深感受藥師與民眾的愛

與溫暖。

貴 賓 們 陸 續 摸 出 的 5 台

G O G O R O  2 電動機車、 2 台

iPhone、5台 iPad等大獎，更讓活

動持續High翻全場，讓參加的民

眾不但獲得滿滿的用藥知識，幸

運的民眾更帶回最夯的大獎。

為讓活動能安全並順利進

行，此活動的摸彩券，是透過雙

北市兩千多家的社區藥局提前發

放。

古博仁感謝全聯會幹部及各

藥師公會的協助，透過今日的活

動，把用藥安全的概念帶回家，

他強調，活動只有一天，但用藥

安全這條路，永遠沒有止盡。感

謝社區藥局藥師協助推廣，讓民

眾能快樂的享受嘉年華會。現場

近百個攤位，到場的藥師從南到

北總動員，不只讓民眾學到藥品

分級、中西藥交互作用、居家廢

棄藥物檢收等用藥安全知識，更

讓民眾感受到藥師的熱情。

愛心公益嘉年華會熱鬧非凡
古
博
仁

↓7月1日「用藥安全路 藥師來照護」
愛心公益嘉年華會當天，藥師工作人
員，於早上八點活動前大合照。

↑「用藥安全路 藥師來照護」愛心公益嘉年華
會，圖為衛福部長陳時中（左二）、食藥署長
吳秀梅（右二）、藥師公會全聯會理事長古博
仁（右一）、立委林昶佐（左一）。

↑台北市長柯文哲（中）與GOGORO 2得獎者合照。

↑全聯會理監事、各縣市公會理事長與創世基金會一同展示全國社區藥局的物資募集成果。

↑用藥安全宣導，中華民國藥師
公會全國聯合會理事長古博仁
（右）專業的為民眾解說。

↑台北市藥師公會理事長黃金舜
（左）與民眾寓教於樂。

↑衛福部長陳時中（左）與
GOGORO 2得獎者合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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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南市藥師公會
◎文／藥師戴彰延

此次活動台南市藥師

公會負責反毒攤位，藉由反

毒桌遊跟民眾互動，去宣導

這些毒品可能對身體造成的

危害，再讓民眾玩俄羅斯輪盤遊戲，了解用藥小常識。此外還特

地邀請徠卡Leica Store到攤位免費幫民眾拍照，並贈送拍立得相

片。無畏現場炎熱的天氣，參與的藥師跟民眾互動熱烈，也發現

民眾大多對毒品僅知其名，但對可能造成的危害則一知半解，這

部分仍需藥師再慢慢耕耘，讓民眾知毒、識毒，進而遠離毒品危

害。

高雄市藥師公會
◎文／高雄市記者吳儒芳

高雄市藥師公會此次

活動宣導主題分為上下兩場

次，上半場宣導民眾「認識

藥袋的標語」， 可以避免自

己吃錯藥，增加服用方式的正確性，認識藥品外觀與注意事項，

確保自己用藥安全。下半場宣導「慢箋釋出的好處」，減少就醫

往返路程與拿藥等候時間，避免醫院院內感染機率，更大大節

省民眾的荷包。宣導方式採取活潑趣味的遊戲，配合設計活動教

具，例如「藥袋磁貼」和「慢箋釋出撲克牌」，在遊戲中加入重

複認識藥袋及慢箋釋出的好處，達到寓教於樂的效果。

各縣市藥師公會活動攤位熱鬧滾滾
全聯會中藥發展委員會
◎文／嘉義市記者商錦文

全聯會中藥發展委員

會設攤執行中藥宣導，讓參

與的民眾藉由吃、喝、玩、

樂的各種遊戲，學習中藥和

認識中藥，更親近藥師。中藥宣導攤位提供：中藥用藥諮詢、中

藥用藥安全知識折頁、中藥知識上網即時搶答PK賽、常用中藥材

展示、在地藥用植物解說、中藥驅蚊包⋯等豐富而多元的題材和

活動。

主委李世滄表示，本次透過大型活動，和民眾近距離的接觸，

可呈現藥師多元化、多面相的服務。藥師對中藥的研究、認識、瞭

解，和實際運用等，都必須要更加緊腳步的來投入與身體力行。

新竹市藥師公會
◎文／新竹市記者古敏宏

新竹市藥師公會負責

居家廢棄藥物檢收宣導的

攤位。這次闖關活動，採

用 Q&A問答方式進行。

藥師夥伴們先設計幾個簡短的問題，例如：藥物可以直接倒在

馬桶裡或是埋在土裡嗎？所有藥物可以丟進垃圾桶裡嗎？讓民眾

先回答，如果回答不正確的話，藥師再詳細說明正確的清除步驟

（倒、沖、集、混、封、回 六步驟）。理事長壽偉瑾指出，各縣市

都有焚化爐，除了抗生素、賀爾蒙、抗癌藥、管制藥才需拿回醫

院藥局處理，其他一般藥物可以跟居家垃圾丟進垃圾車。

台北市藥師公會
◎文／ 台北市記者陳立明、

藥師郭莉娜

台北市藥師公會因應

時下潮流，首創以夾娃娃機

方式宣導中藥用藥安全大

受歡迎，以中藥知識為主軸，民眾可透過與藥師相互問答的過程

中，瞭解中藥知識，建立「藥不分中西，用藥問藥師」的概念。

答對的民眾可直接玩夾娃娃機領取獎品。現場民眾夾到目前

很夯的薑黃粉，滿意的繼續前往其他攤位努力。夾不到的民眾，

現場也提供安慰獎蜂膠香皂，民眾亦表示非常實用。看著民眾一

個個帶著滿足讚嘆的笑容離開，在夏日艷陽下揮汗如雨的藥師

們，深深感受到辛苦付出所得到最大的回報與鼓勵。

雲林縣藥師公會
◎文／雲林縣記者黃永成

雲林縣藥師公會提供

「慢性病患用藥」、「保健食

品與藥物關聯性」及「推展

全方位吃藥提醒與紀錄APP

使用」等多樣性的專業諮詢服務，除多位長官蒞臨攤位指導與嘉

勉外，更多熱情參與現場活動的民眾對常服用的保健食品如：葡萄

糖胺、銀杏、紅麴、魚油、甲殼素、鈣片等，也都向藥師諮詢有

關保健食品與藥物關聯性議題。經由藥師悉心衛教後，更加瞭解

許多潛藏的交互作用資訊，也建立了自我健康照護及正確用藥的

認知，感謝藥師在用藥安全把關的用心，給予專業的價值與肯定。

桃園市藥師公會
◎文／桃園市記者張淑玲

用藥安全不分年齡，

汲取之前舉辦「神農小學

堂」暨「老人學堂」的經

驗，此次結合大小朋友的

「好奇寶寶」心理，新設立「反毒闖關大富翁」遊戲，也讓反毒

布偶「小小兵」現身，適時給予大排長龍的民眾衛教，在等待之

餘達到寓教於樂的效果。

頭頂驕陽、人聲鼎沸，講師徐凱芳戴頭套扮演「小小兵」不

以為苦的展演生命力。他表示，宣導用藥安全超過80場次了，有

幸參與全聯會在台北中正紀念堂的活動，與有榮焉。資深講師鍾

富蓉擔任關主之一，她表示，全聯會舉辨的大型活動，在大家努

力下，藥師能見度持續上升，各界也肯定藥師把關能力。

台中市藥師公會
◎文／ 台中市記者劉純玉、

黃湘茗

台中市藥師公會攤位

準備了 5款共 250張的大型

海報贈與民眾，介紹「校

園及野外常見有毒植物」、「台灣常用青草藥」、「常用中藥香料

滷味藥材」、「市售易誤用及混用中藥材」及「水生藥用及實用植

物」等。

台中市藥師公會藥師特別向衛福部長陳時中說明，為何社區

藥局要推廣「藥師藥膳」調理包及藥食同源藥材，國人愛進補，

平時喜歡自己購買藥材來燉補或煮茶，殊不知中藥與西藥也會擦

出危險火花，且藥材基原非常重要，否則可能影響治療疾病及其

它藥品療效，嚴重可能導致喪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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躍上國際舞台 藥師不缺席

中藥材研習會 肯定藥師的中藥專業

多元化發展 藥局經營新趨勢 

◎文╱高雄記者陳浩銘

第 26屆健康促進與照護機構國際研討會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health promoting 

hospitals and health services）於六月初，在義大利

波隆那舉辦，廣邀全球健康照護者共襄盛舉。

國軍高雄總醫院左營分院藥師方志文以「藥師

於居家照護跨領域討論會提供藥事照護成果分

析」前往發表，也獲得大會頒授獎項予以肯定。

全球隨著時代的發展與演進，健康照護

模式已轉為團隊合作，藥師在醫療服務、公共

衛生、健康促進等領域持續努力，使團隊能見

度逐漸提升，但這樣的能量仍須持續成長與嶄

露。近年台灣藥界，無論社區、醫院、學校教

育等皆有所革新，未來的健康照護團隊中，藥

師的角色將日趨重要，而為了造就如此基石，

不僅是要自身能力的提升，更需要一個舞台讓

藥師的角色能被團隊所看見，故需積極參與各

項實務與學術交流，尤以國際會議更是重要，

不只將藥事服務成果分享，也須從其他專業人

員中獲取新知。

國際舞台之參與並不難，如世界藥學會

（FIP）、亞洲藥學會（FAPA）、國際藥物流行病

學學會（ISPE）、國際藥物經濟暨效果研究學

會（ISPOR）、健康促進與照護機構國際研討會

（HPH）等皆可讓藥師們嶄露頭角，亦可從當

中學習他國之經驗與模式。

◎文╱高雄記者楊凱婷

高雄市第一藥師公會邀請到嘉南藥理大

學藥學系講師黃立人授課，上課的主題為「藥

局經營新趨勢」。在藥品新法規：藥品追溯管

理、藥品運輸GDP以及大型連鎖藥局迅速展店

下，許多傳統藥局面臨經營及轉型的問題。

課程中解說了大企業常使用的策略「波

特理論」，而其主要的三大策略（成本領先戰

略、差異化戰略、集中戰略 )時常被運用在企

業經營上，面對有系統且大規模型的連鎖藥

局，傳統藥局應走向專業化以及差異化，如：

高診次計畫、長照機構照護服務。

面對高齡化社會，應洞悉樂齡需求，發

展高齡智慧生活產業；未來社區醫療發展以

「在地生活、整合照護」為主要模式；在員工

培訓與管理上，運用人力資源管理（Human 

Resources Management）方式發展員工職能特

性，亦可以發展產學合作，如：長青健康生活

服務平台，結合不同領域，發展多元化藥局，

共創藥局新趨勢。

◎文╱全聯會記者陳進男

衛生福利部委託中國醫藥大學承辦中藥販

賣業及中藥製造廠人員中藥材辨識研習會，在

台北醫學大學舉行的台北場次於6月29日圓滿

落幕。研習會開幕時全聯會理事長古博仁亦親

自出席致詞，對於從事中藥相關業務的藥師表

示肯定，也呼籲政府要注重台灣在中草藥的相

關發展，並制訂長遠目標的中藥政策，才有利

於中藥在台灣的長遠發展。

接下來的場次分別是 7月 15日、16日的

台中場次（在中國醫藥大學舉行）及 8月 16

日、17日的台南場次（在嘉南藥理科技大學舉

行），及在8月14日、15日的高雄場次（在高雄

市政府衛生局舉行）。主辦單位表示，目前台

中、台南及高雄場次均已額滿候補中，由於課

程內容非常精彩，非常歡迎有興趣的藥師同仁

能前往旁聽。

中藥的使用與我國國民健康息息相關。中

藥用藥由藥師管理，理所當然。藥師對中藥相

關專業知識的掌握與理解自為責無旁貸。台灣

民眾的中藥用藥照護，也有賴所有藥師的深耕

與付出。

↑第 26 屆健康促進與照護機構國際研討會於
六月初，在義大利波隆那舉辦。

↑6月29日，「中藥製造業人員中藥材辨識研
習會」台北場，藥師公會全聯會理事長古博
仁親臨致詞。

2018年FAPA亞洲藥學會大會
時　　間：10月24日~10月27日
地　　點：菲律賓．馬尼拉

報名規定： 請至2018 FAP官網查閱
http://fapa.asia/fapa2018/

　　　　　7月31日前報名享早鳥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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苗栗反毒師資 前進社區宣導說明
◎文╱苗栗縣記者顏群芳

為降低毒品對社會的危害，

苗栗縣政府毒品防制及心理衛生

中心於6月22日舉辦「前進社區反

毒宣導說明會」，以期建立苗栗縣

在地反毒宣導團隊，充實社區民

眾之反毒知識，扎根於社區之中。

當天邀請到毒品防制及心理

衛生中心主任涂麗秀、衛生福利

部食品藥物管理署科長李品珠、慈濟大學陳乃

裕等嘉賓來分享毒品防制的相關經驗。李品珠

特別強調食藥署目前與法務部、內政部、國

防部跨部會合作，積極推展「防止製毒原料假

冒藥品原料藥進口」及「強化新興毒品檢驗量

能」二大防毒策略，以杜絕毒品的危害。

隨後並由為恭紀念醫院藥師顏群芳和顏

桂英社會工作師事務所的社工師蕭同仁，分別

上台示範如何到社區實行反毒宣導，從毒品的

危害介紹到如何從小細節，提早發現家中小孩

是否已沾染上毒品，讓與會的鄉親民眾，了解

毒品的真面目，將正確觀念帶回各社區鄰里之

中。

誠如陳乃裕所言，「毒」字上下拆開來

看，就是「毋」法自己做「主」，可見毒品害

人不淺，所以唯有知毒反毒，才能防毒拒毒於

社區之外，這需要靠社會大眾的努力，共同來

營造一個無毒家園。

↑苗栗縣毒品防制及心理衛生中心於6月22日，舉辦「前
進社區反毒宣導說明會」，期建立在地反毒宣導團隊。

◎文╱桃園市記者張淑玲

桃園市藥師公會中藥發

展委員會於5月20日，在新北

市滿月圓國家森林遊樂區舉辦

「藥用植物戶外教學」活動，

老、中、青藥師暨家屬共 63

位參加。鑑於教學效果，當天

把學員平均分成兩組，再各自

安排專人導覽。一路上各式植

物琳瑯滿目，莫不讓與會者拍案叫絕，直呼精

彩！

受邀擔任解說的李日興及黃世勳老師，臨

床經驗豐富，解說起來活潑生動、妙語如珠，

兩人也是《臺灣常見易混淆中藥材圖鑑》（台中

市藥師公會編印）的副總編輯。主委邱名榕表

示，活動能獲得學員青睞，當是中藥發展委員

會最大的鼓勵。備受好評之餘，不敢懈怠自

滿，將繼續推廣「中藥實材實作」，把執行中

藥業務藥師的比率提高，將是大家共同努力的

目標。 

藥師黃守真表示，能在健走中吸取芬多精

洗滌身心，還可增強辨識常見中草藥原植物知

識的活動，建議公會能多加舉辦，願意使用者

付費！

桃園市藥師公會 藥用植物戶外教學

↑桃園市藥師公會中藥發展委員會，舉辦「藥用植物戶外教學 
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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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張豫立

近幾十年來全球藥事照顧蓬勃發展，藥師的角色與

服務已跳脫過去單純調劑與交付用藥的框架，執業核心轉

變為以病人為中心的直接照顧及藥物治療管理。藥師在執

業中提供各式臨床藥事服務，包括評估處方合理性，避免

藥品選用不適當、劑量不適當、藥物交互作用等；並提供

醫療人員及民眾用藥諮詢，給予病人專業用藥指導及個人

化連續性之用藥照護，改善服藥順從性不佳等用藥相關問

題，進而確保病人用藥療效與安全。

臺北榮總藥學部長期以來致力於提升臨床藥事服務，

期能確保病人用藥安全，增進藥師專業地位。為全面提升

國內執業藥師之臨床藥學專業能力，自 107年 7月起，由

臺北榮總藥學部團隊執筆，推出嶄新的臨床藥事服務專

欄，名為「臨床藥學大觀園」，全新的專欄以全人藥事照

顧為主軸，內容涵蓋用藥指導、藥物諮詢、疑義處方評

估、醫藥新知、臨床治療指引等各類臨床藥學資訊，並分

別以「御藥之道」、「用藥之道」、「習藥之道」、「論藥之

道」四個子專欄呈現，各子專欄均有其核心內容，每週依

序輪流刊登，期能提供全國藥師全方位的臨床藥學相關資

訊。各專欄內容介紹如下：

一、「御藥之道」專欄

提供最新的疾病臨床治療指引，臨床問題之實證醫

學應用，及知名醫學期刊所發表之醫藥新知等，讓藥師們

能在醫藥進展日新月異的現代，掌握最新且重要的醫藥新

知。

二、「用藥之道」專欄

結合各類藥品及特殊劑型之使用須知，以用藥指導單

的形式呈現，除了提供個別藥品相關資訊之外，亦可以作

為藥師提供給病人之書面指導單張使用，讓所有執業藥師

們都能共享專業詳盡的藥教資源。

三、「習藥之道」專欄

集結常見或具教育意義的臨床用藥問題，以Q&A方

式提供藥師們參考，並彙整藥師應了解的相關背景資訊，

強化藥師們在面對問題時思考之深度與廣度。

四、「論藥之道」專欄

以實際處方案例改編，針對臨床用藥之適切性加以討

論，闡述合理用藥原則與策略，讓藥師們能銜接理論基礎

與臨床應用，提升處方評估之能力。

此嶄新專欄「臨床藥學大觀園」匯集北榮藥師臨床服

務之實務經驗，整合多元臨床藥事資訊，專欄內容充實，

涵蓋層面廣泛，以精簡且深入淺出的方式撰寫，提供各界

執業藥師持續進修之學習教材，期望藉由此專欄分享多元

臨床藥學實用資訊，進而提升國內藥事照顧之水準，共同

為增進民眾用藥療效及安全把關，與全國藥師齊步邁進。

（本文作者為臺北榮民總醫院藥學部主任）

◎文╱潘師儀、許富鈞

前言

胃食道逆流疾病（Gastroesophageal Reflux Disease, GERD）

為胃部之內容物反流進入食道，引起不適症狀或併發症的一

種疾病。常見胃食道逆流的困擾有火燒心、溢赤酸、食道

炎、食道潰瘍、食道出血或食道狹窄、喉嚨卡卡、常無故咳

嗽，特別是吃飽後、平躺姿勢其症狀更明顯。受這些症狀困

擾的民眾通常會到心臟科、胸腔科檢查，又往往找不出原

因，通常是所謂「胃食道逆流疾病」所引起的。近年流行病

學統計明確地指出GERD與某些反覆性發作的氣喘、慢性乾

咳、睡眠呼吸暫停症候群、非心源性胸痛或胸悶、慢性支氣

管炎以及慢性咽喉炎等疾病有著不等程度的因果關係。

流行病學

在西方國家的統計顯示，GERD是種常見的消化道疾

病，有 10~15%的美國成年人每天會出現一次胸口灼燒感的

症狀，而 15~44%者則每個月會出現一次。其中因胸口灼燒

感症狀就診的患者中，經由內視鏡檢查或 24小時食道pH監

測被確認有「逆流性食道炎」（reflux esophagitis，RE）的表徵

者佔30~40%，而美國的GERD的盛行率約在25~36%之間。

臺灣GERD的盛行率亦由 30年前的 2-5%逐漸增加至近年的

12~16%。GERD罹患者無性別上明顯差異，罹患年齡則以30

歲以上較為常見。基本上，GERD與罹患者本身的文化經濟

階層無關，但卻與個體本身常年飲食習慣 (如高脂飲食或暴飲

暴食 )、工作勞累、缺乏運動、情緒精神狀態、肥胖、懷孕甚

至習慣性便祕有著密切的關係。

病因病機

中醫文獻一般將胃食道逆流疾病歸屬於「吐酸」、「吞

酸」、「嘈囃」、「反胃」、「胃痞」、「噎膈」、「胸痹」、「梅

核氣」、「食道癉」等範疇。中醫學從整體觀念出發，辨證論

治，臨床療效明顯。

本病多由情志不遂，肝膽失於疏泄，橫逆犯胃；飲食不

節，菸酒無度灼傷胃經，胃氣不和；平素脾胃虛弱，脾虛濕

滯，濁陰不降，胃氣反逆；素罹膽病，膽熱犯胃，上逆嘔苦；

肝火上炎侮肺，肺失肅降，咳逆上氣等原因導致肺之宣肅、

肝膽之疏泄和脾胃之運化失常。本病無論何種證型，均以

「胃失和降，胃氣上逆」為基本病機。胃氣上逆，胃液隨上逆

之胃氣損傷食道黏膜而發病，病位在食道，與胃、肝、肺等

臟腑的關係密切。綜觀多數學者對胃食道逆流的中醫論點，

本病病因病機總體上來說是本虛標實，而以實證居多。

（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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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分 : 每顆他力昂錠含20 毫克tadalafil
用法用量 : 口服使用。
使用於成年男性：一般而言，他力昂的建議劑量為10 毫克，在預期性行為前服用，進食與否不受影響。病人服用tadalafil 10 毫克得不到適當效果時，
可嘗試20 毫克。至少在性行為前30 分鐘服用本藥。服藥最多一天一次。Tadalafil 10 毫克及20 毫克要在預期性行為前服用，不建議持續每日用藥。
特殊族群
使用於老年男性：老年病人不需要調整劑量。
使用於腎功能損害的男性：輕微及中度腎功能損害的病人不需要調整劑量。嚴重腎功能損害病人的建議最大劑量為10 毫克 ( 見藥動性質欄) 。
使用於肝功能損害的男性：他力昂的建議劑量為10 毫克，在預期性行為前服用，進食與否不受影響。使用tadalafil 在嚴重肝功能損害(Child-Pugh Class C) 病人之臨床安全性資
料有限；處方時，醫師應進行個別評估，周詳考慮對病人的利害得失。尚未有關於10 毫克以上劑量之tadalafil 使用在肝功能損害病人的資料( 見警語和注意事項及藥動性質欄) 
。
使用於糖尿病男性：糖尿病患者不需要調整劑量。
使用於孩童及青少年：他力昂不應使用於18 歲以下病人。
適應症 : 治療勃起功能障礙
注意事項 : 開始他力昂治療之前，在考量用藥物治療前，應先就病史及身體檢查以確實診斷勃起功能障礙還有找出致病潛因。
藥品許可證字號：
Tadalafil Sandoz® Tablets 20mg：衛部藥輸字第027020號

 

1429-AD-01-18-1

全國醫藥通路授權經銷

Tadalafil Sandoz® Tablets 20mg
Tadalafil 他力昂®

原裝進口 治療勃起功能障礙 他力昂

北市衛藥廣字第107020257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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