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藥師週刊

退 件 請 退 回

板橋國慶郵局

【本刊訊】有關輝瑞藥廠「可

迅持續性藥效錠 (DOXABEN XL 

TABLETS)4毫克」藥品短缺之現

象，時代力量立法院黨團於 7月

17日舉辦「缺藥臨危不亂  民眾

生活無礙」協調會，討論內容包

括：釐清衛福部與衛生局在事件中

的角色、討論有效且可行的藥品

借調機制、建立未來類似事件之

處理原則、有關輝瑞藥廠是否違

反公平交易法之疑慮等。

協調會邀集公平交易委員

會、衛福部醫事司、衛福部食品藥

物管理署、台北市政府衛生局、

藥師公會全國聯合會、藥劑生公

會全國聯合會、台北市藥師公會、

臺北市立聯合醫院等與會討論。

協調會主席、立法委員林昶

佐表示，輝瑞藥廠台灣分公司之藥

品「Doxaben XL Tablets 4mg」（可

迅錠）因波多黎各製造廠受天災影

響，導致藥品供貨不穩，目前預計

107年 7月底正常供貨，便將優先

提供予國內合約醫院，致使社區藥

局仍舊無法正常調劑，造成民眾領

藥之不便。而該藥品之缺貨對於

民眾健康影響甚鉅，根據健保署

統計，2016年可迅錠每月使用量約

12萬盒，一年健保申報量為 4300

萬顆。此一事件影響層面之大，相

關單位有即刻協調與研商之必要。

台北市藥師公會理事長黃

金舜就此次缺藥問題指出，對於

可迅錠通報逾期，主管機關是否

對於藥商有罰則、現在包含可迅

替代之國產藥品都缺藥應如何解

決、現在缺藥問題為何醫師仍持

續開藥？主管機關態度？此次事

件已有發文向公平交易委員會反

應是否有違反公平交易法？

全聯會理事長古博仁表示，

對於現行所討論之缺藥問題，因

藥品分配不均導致醫院有藥，而

社區藥局缺藥，形成民眾回院領

藥的不便利性。缺藥問題從年初

持續至今，食藥署要求廠商登錄

缺藥原因，藉以掌握與預估供藥

時間，如此依舊無法解決藥局缺

藥問題。

在國外，若處方箋上印製

「不可替代」，必須要敘明原因，

但在台灣處方箋上，如印上不可替

代，即指整張處方箋所有品項都不

可替代。目前就可迅錠是否「不可

替代」，主管機關回應是可替代藥

品，但實際上，社區藥局卻遇到不

可替代問題。古博仁指出，台灣製

藥已符合PIC/S，但因「不可替代」

使民眾對於藥品產生質疑，藥品因

給付結構受法條限制造成社區藥

局缺藥的困擾，希望未來可跨部

會一併討論給付結構問題，並感

謝立委花時間了解此問題，希望就

缺藥問題建立可長可久的機制。

食藥署藥品組副組長祁若

鳳指出，可迅錠在國內尚有其他

學名藥可替代，而食藥署已發函

告知醫師可開立其他相近藥品，

社區藥局間可進行借調，但需保

留明確紀錄。公平交易委員會表

示，已接到藥師公會來文，而目

前調查中，不方便說明處理狀況。

此次協調會結論，將由立法

委員林昶佐國會辦公室發函主管

機關，要求應就處方箋不可替代

議題通盤研商。

【本刊訊】藥師公會全聯會建

置之「線上繼續教育系統」從6月

開始上線了，截至 7月 13日，線

上報名人數達 11,493人、完成課

程人數6,244人，全聯會鼓勵藥師

會員善加利用此學習系統。

藥師公會全聯會理事長古博

仁表示，短短一個半月，「線上繼

續教育系統」使用人次超過萬人，

很高興藥師能善用線上的學習系

統。線上學習可降低舉辦繼續教

育的壓力，小公會的資源少，可

善加利用。全聯會將持續充實課

程內容，目前積極規劃系列的中藥

繼續教育課程、其它如性別、感

控、倫理等課程也列入通盤考量

之中。全聯會堅持好的繼續教育

品質，提供給全國藥師使用。

全聯會提供藥師會員不受

場地限制的學習空間，免除舟車

勞頓也可累計積分，課程將會陸

續增加，今年六、七月新增之課

程，學程皆開放一年可以隨時觀

看，請點選https://taiwan-pharma.

formosasoft.com進入。

目前，藥師執業或執照更新

時，積分數需達120分。網路繼續

教育採認上限 60點。其中課程屬

性須特別留意：專業課程至少 96

分，最多 108分；品質+倫理+法

規總和至少 12分，最多 24（須包

含性別、感控

各一堂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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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代力量立法院黨團於7月17日舉辦「缺藥臨危不亂 民眾生活無
礙」協調會。

↑「缺藥臨危不亂 民眾生活無礙」協調會，邀集各界進行討論。

:建立可長可久機制 解決缺藥問題
「缺藥臨危不亂 民眾生活無礙」協調會

全聯會建置線上繼續教育系統 使用人次破萬

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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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線上繼續教育
系統網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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藥品有效期限標示五花八門 易混淆判別
◎文╱宜蘭縣記者蔡美琦

正確的就醫來自正確的診斷

及正確的用藥，其中正確的用藥

更包括領對自己的藥 (領藥時需出

示健保卡 )、正確的使用藥物 (依

藥袋指示途徑使用 )、正確的保存

藥品 (依藥物的儲存條件存放；有

效期限內使用 )⋯等。

藥品的有效期限，是指藥

品製造後可確保有效和安全的時

間長度，因為超過有效期限的藥

品，藥效可能會打折，甚至產

生毒性。而儲存不當，則會使藥

物失效，縮短保存期限，甚至變

質，產生毒性⋯等。因此，藥品

的使用期限與藥品本身及存放條

件有密切關係。

身為醫療團隊中重要一環的

藥師，每天收到的眾多藥品都知

道它的有效期限是那一天嗎？筆

者身為某中型區域教學醫院的藥

品管理者，常常收到來自四面八

方不同藥廠生產的藥品，其中有

效期限標示更是五花八門，在此

提出一些亂象，供所有藥界同儕

注意。

在這些亂象中，最常誤導

的是只在包裝上標示年月，而公

司發票卻顯示出年月日，此種標

示最大的問題是當期限日為月

中某一天，卻常被誤認為月底才

到期。其次是即使都有標示年月

日，不僅不同藥廠的年月日標法

不同、順序也不同，甚至同一藥

廠包裝標示與發票標示的順序也

不同，常讓藥師都無法確切得知

藥品的正確有效期限為何？難以

正確的教導病人。

因此，希望政府部門有一套

制式的有效期限標示規範，更重

要的是藥品製造廠間及同一藥品

公司內應有一致的標示  （包括公

司、物流商及藥廠），好讓醫療人

員得以正確辨識，以保障病人用

藥安全。

↑包裝上標示年月，而公司發票
卻顯示出年月日。

↑同一藥廠包裝年月日標示與發
票標示的順序也不同。

藥師專業深入鄰里 提升民眾藥事照護

健康存摺新增手機快速認證 就醫資訊輕鬆查

◎文╱高雄記者楊凱婷

高雄市第一藥師公會於

五月開始與高雄市衛生局合作

兩項重大計畫，為使藥師專業

深耕於鄰里，使藥事照護社

區化、專業化，將部分用藥安

全宣導活動調整成「用藥安全

宣導活動之社區據點認養計

畫」，讓符合資格的藥師們藉

由此計畫增加社區健康、提升

民眾用藥安全。另一計畫為

「送藥到家藥事服務計畫」，

主要提供高雄市一般地區及偏

遠地區有需求之失能長輩及居

家安寧個案，送藥到府及居家

藥事服務，由藥師協助患者領

藥，讓藥師走入病人家中，給

予藥物諮詢與藥事指導服務並

協助患者建立完整的用藥紀

錄，避免發生重複用藥，藥品

保存不良等情形，提供長輩完

善的用藥安全環境。

◎文╱新竹市記者古敏宏

客人： 藥師，我前幾天吃了醫師

開的高血壓藥，身體感

覺不太舒服。

藥師： 你 吃 了 什 麼 藥 ？ 藥 名

是？還是藥有帶來嗎？

有藥袋或是處方箋？

客人： 不記得，忘了帶耶，阿就

高血壓的藥阿，白色、

圓圓的，我想藥師你一

定會知道阿～

藥師：高血壓用藥很多種耶？ 

客人： 那你把店裡所有的高血壓

藥都拿給我看，我就會

認出來了～

藥師： 我…… 

這種劇情經常在藥局上

演，藥師跟客人雞同鴨講，猜

了半天不一定有結果。雖然可

以用病患的健保卡查詢雲端藥

歷、過卡紀錄，但是如果沒有

申報健保費用的話，就可能會

有個資運用的疑慮，所以最好

的方式還是由民眾自己攜帶就

醫資訊。

近年來智慧型手機、行動

網路的普及，健保署也提供「全

民健保行動快易通 APP」手機

軟體讓民眾下載使用，但由於

以往健保卡註冊、手機裝置認

證需透過電腦、讀卡機等，操

作相當繁瑣，即日起新增「手

機快速認證」，大幅降低難度，

只要下載全民健保行動快易通

APP，點選健康存摺後輸入手

機門號、身分證號、圖形驗證

碼後，再輸入健保卡號後4碼及

設定密碼，即可同時完成健保

卡註冊和行動裝置綁定。免插

卡、免用電腦、手機安裝設定

完立即可以使用，相當的迅速

又方便。

健康存摺提供近3年的「門

診」、「住診」、「牙科」、「中

醫」、「用藥資料」、「檢驗 (查 )

結果資料」、「影像或病理檢驗

(查 )報告資料」、「出院病歷摘

要」等資料，其中「生理量測」

功能可記錄血壓、心跳、血糖

值並畫出趨勢圖，不用紙本記

錄，也不會有忘記帶的問題，

對於測量值還有相關的衛教影

片、文章、網站可以檢視，提

升民眾自我健康的認知。「貼心

叮嚀」功能可提供就醫、洗牙、

慢性病連續處方箋領藥等提醒

推播，相當實用。

建議藥師可以自己先下載

使用，熟悉各樣功能，以拉近

與民眾的距離。

↑「全民健保行動快易通APP」
　https://play.google.com/store/apps/

details?id=com.nhiApp.v1
Android系統  iOS系統

→高雄市第一藥師公會與高雄
市衛生局合作兩項重大計畫
案，提供民眾完善的用藥安
全環境。圖中為高雄市第一
藥師公會理事長蔡明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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弱勢族群營養品捐助         與業者公益合作

台南市南瀛新團隊共識營 創造無限可能

◎文╱台北市記者陳立明

家庭藥師計畫，是台北市衛

生局與台北市藥師公會共同合作

的重大衛生醫療政策執行的專案

計畫。家庭藥師在社區藥局執行

藥事諮詢服務，或出外執行居家

醫療藥事照護訪視的過程中，發

現許多弱勢獨居的老年病患普遍

有營養不良的問題，導致各種疾

病的治療效果未如預期，由於這

個族群普遍經濟條件不佳，又乏

人照顧生活起居，往往沒能適時

補充各類營養素。

台北市藥師公會理事廖仁睦

有鑑於此，在瞭解台北市南區扶輪

社與宜果國際股份有限公司有個

長期合作照顧弱勢族群營養品的

捐助計畫，經與公會家庭藥師計畫

主持人常務監事曾春娟討論，構想

出三方資源整合方案，並於今年五

月的理監事會議中提出臨時動議，

在理事長黃金舜與全體理監事全

力支持下，經過多次的聯繫協調，

整合成功，並於 7月 6日在台北市

藥師公會禮堂，舉辦「台北市藥師

公會×台北市南區扶輪社、宜果

國際」三方公益活動發表會。

黃金舜在致詞時特別強調，

有限的資源需做有效的整合運用，

才能幫助到真正有需求的民眾。透

過專業的家庭藥師在居家訪視過程

中，發掘個案潛在營養需求，經評

估確認後，直接發放營養補充物資

給需要的個案，提供最即時且有效

的幫助。

台北市南區扶輪社長呂玉玫

致詞時，除了感謝台北市藥師公會

提供了這樣一個優質且有效率的

管道，讓各項社會公益服務的工作

任務順利執行，也期待接下來一連

串的相關公益服務活動，如反毒宣

導，能夠進一步的合作。宜果國際

股份有限公司總經理郭修吉以近乎

捐贈的價格，提供最優質的營養保

健產品，讓參與家庭藥師計畫的藥

師們能充分運用。

台北市衛生局食藥科由技正

李慧芝代表致詞，對參與的關機團

體表達勉勵與感謝之意，也代表衛

生局頒發感謝狀給台北市南區扶

輪社、宜果國際股份有限公司、佳

赫藥局藥師曾春娟。

這次只是一個開端，期能拋

磚引玉，讓更多的公益性團體所

捐助的資源，透過家庭藥師專業

的評估，做最大效益的運用，使

真正有需求的弱勢民眾獲得最大

的幫助。

◎文╱台南記者林秀鈴

台南市南瀛藥師公會新任理

事長張鐘伍所帶領幹部團隊，於 6

月 30日~7月 1日舉辦第 27屆幹部

共識營，藉此凝聚彼此向心力，

建立共同願景，期許能夠為會員

未來發展創造優質執業環境。

學習可以提升競爭力，突破

舊思維翻轉固有框架，才有機會進

步創造無限可能。此次共識營特

別安排與新北市藥師公會交流學

習，並邀請藥師公會全聯會理事長

古博仁蒞臨指導，古博仁鼓勵藥師

要擴張出去，站出去與民眾站在一

起，讓民眾認識藥師，了解藥師價

值在那裡，透過各種管道行銷包

裝自己，爭取藥師權益。

健保已開辦 23年，實施的藥

事服務給付制度仍以處方箋調劑

為主，在藥界多方努力爭取下「臨

床藥事照護」今年已正式編入給付

項目，這是一件非常振奮的事，

表示藥師的專業受到肯定，也意

味著藥師正在以不同思維翻轉健

保給付結構，未來藥界更朝向爭

取更多不同藥事服務給付項目。

藥師的權益需要靠藥師自

己來爭取，因為有大家的努力才

能讓藥師執業環境更有尊嚴，多

年來藥師不斷爭取曝光機會展現

專業並擴張出去走入社區服務更

多民眾，已跳脫守在藥局的舊有

執業觀念，成功地創造出藥師價

值，期望藥師團結一致，才有機

會翻轉出無限可能，創造屬於藥

師的大舞台。

原料藥異常事件           拍攝宣導教育影片
◎文╱台南記者黃大晉

有關媒體報導中國大陸

浙江華海製藥公司所生產高

血壓治療藥品原料藥valsartan

發現含「N-亞硝基二甲胺」

（N D M A）成分，該成分具

動物致癌性，對人類資料尚

未證明。為確保民眾用藥安

全，台南市藥師公會旋即透

過公會內部的各個聯絡網通

知轄下社區健保藥局，展開

自主清查及下架作業。

理事長吳振名並實際走

訪社區健保藥局了解實情，

同時並拍攝宣傳短片來教育

民眾如何檢視六種有安全疑

慮的高血壓藥，如果手上有

此六種藥品者也請回原領藥

之醫療院所尋求協助，若有

相關疑慮也可攜帶藥品至鄰

近的社區健保藥局尋求協

助，以確保民眾用藥安全。

吳振名表示，該問題

原料藥經報導後，公會及社

區健保藥局藥師即密切注意

事件的最新發展，並審慎檢

查各藥批次號碼，以避免造

成民眾用藥安全的疑慮與恐

慌。台南市衛生局食品藥物

管理科也和公會保持密切聯

繫，並通知醫療機構及藥局

若有進貨該問題原料藥應立

即下架停止供應。

高血壓屬需定期服藥控

制之疾病，故不建議任意停

藥，如有領用到該安全疑慮

原料的高血壓藥應盡速回原

領藥單位，或回診與醫師討

論，處方其他適當藥品。

↑7月6日舉辦「台北市藥師公會x台北南區扶輪社 宜果國際」三方
公益活動發表會。臺北市衛生局技正李慧芝（前排右二）、臺北市立
聯合醫院副策略長陳立奇（右一）、台北市藥師公會理事長黃金舜
（右三）等與執行家庭藥師計畫之藥師合影。

↑台南市南瀛藥師公會新任幹部團隊舉辦共識營，特別安排與新北市
公會交流學習。前排右三為藥師公會全聯會理事長古博仁、右五為
台南市南瀛藥師公會理事長張鐘伍、右四為新北市藥師公會理事長
陳昭元。

台北市
藥師公會

台南市
藥師公會

↑台南市藥師公會重視 valsartan
原料藥異常事件，理事長吳振名
（中）與幹部拍攝宣傳短片來教
育民眾如何檢視及尋求協助。右
為影片連結QR co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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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學實證與健保規範

北榮舉辦「醫院藥師如何進行研究」國際研討會

◎文╱高雄記者陳浩銘

健保署發函告知各醫學會有關「限用於男

性之攝護腺 (前列腺 )藥品」之申報規範，內

容提及Tamsulosin類藥品用於女性之特定排尿

困難狀況，雖符合醫學原理，也有文獻實證支

持，但原核可適應症為「前列腺肥大症（增生）

所伴隨的排尿障礙」，因女性無攝護腺，故若

處方該類藥品於女性時，涉不符藥品許可證所

載適應症之用（off-label use），於仿單適應症未

變更前，健保署仍將依現行規定不予給付。

Tamsulosin為 alpha-1 adrenergic blocker，

能夠使張力過度的攝護腺鬆弛，使排尿順暢，

雖女性無攝護腺，但 alpha-1受體也存在於膀

胱頸部位，對於子宮脫垂或因手術等原因造成

泌尿道症狀失常的女性，亦有減低尿道內部

壓力使排尿順暢之作用，且美國婦產科醫師

學會（ACOG）、美國泌尿外科學會（AUA）、

歐洲泌尿道學會（EAU）等醫學會皆建議使用

tamsulosin等藥物可用於女性之下泌尿道症

狀。於臨床用藥上，tamsulosin的實證與健保

規範相左並非單一個案，如Lopirin®（Aspirin）

之許可適應症為「預防及治療男性心肌梗塞及

中風」，但其實Aspirin對於男女性之心肌梗塞

或中風的保護效力並無不同。

男性與女性的內分泌系統不同、罹病

風險也不同，故有些藥品有性別限制（如

testosterone限用於男性），或是男女不同年齡

使用之建議（如Atorva®適應症提及之冠心病危

險因子包含一等親在 55歲（男性）或 60歲（女

性）前曾經發生冠心病事件），但部分藥品可能

因當時廠商所申請檢附資料不全，而核准性別

限制性的適應症，造成臨床使用與健保給付之

矛盾。

◎文╱藥師楊子涵

世界衛生組織於 2006年提出「七星藥師 

（seven-star pharmacist）」的里程碑概念，提到

藥師的角色及功能應包含藥事照護者、決策

者、醫事人員病患之溝通者、經營管理者、終

生學習者、教師及領導者。為能讓藥師提供更

高質量的藥事服務，此概念之後又新增藥學創

新者（pharmapreneurs）與研究者兩種角色衍

生為「九星藥師」，可見掌握研究能力是國際

藥學趨勢。藥師必須能夠有效地使用證據基

礎（例如基礎科學、藥學實務服務、健保資源

等），以便在醫療團隊中合理使用藥物。藥師

通過記錄、統計與分析用藥經驗，可以為優化

患者照護品質做出貢獻。藥師做為研究人員，

也能夠向一般民眾和其他醫療專業人員提供無

偏見的健康與藥事相關信息的可信性。

為了提升國內藥師藥學研究能力，台北

榮總藥學部於6月20日舉辦「醫院藥師如何進

行研究」國際研討會，期許與會者透過研討會

增進對藥學研究之了解。此研討會以研究為主

軸，特別邀請國際評量模式及標準製訂專家

Prof. Boaz Shulruf及院內外各專家分享研究經

驗，內容涵蓋實證醫學、基礎與臨床藥學、與

藥學教學等面向，研討會報名踴躍，當天有超

過120位藥師參與，反應熱烈。

研討會首先由台北榮總教學部實證醫學中

心主任鄭浩民，以「如何進行實證藥學研究：

系統性回顧於轉譯科學的應用」介紹系統性回

顧及統合分析如何用來解決轉譯醫學轉譯障

礙。其中，鄭浩民分享決定研究主題時，藥師

可以針對要解決的問題與待改善的事物，系統

性地思考何者重要，並可優先選擇與醫療照護

品質與安全相關議題；第二場演講接續統合分

析主題，由國立陽明大學藥學系助理教授東雅

惠以「傳統與網絡統合分析簡介」來分享進行

網絡統合分析研究之經驗。網絡統合分析研究

屬於間接比較（indirect comparison）之研究，

需要透過特殊統計方法與軟體來執行。此研究

方法之文獻數已逐年攀升，研究主題以心臟內

科及風濕科領域最為盛行。

第三場演講邀請台北榮總藥學部總藥師許

家禎與藥師陳寬軒進行臨床與基礎方面的藥學

研究經驗分享，臨床藥學研究可以從藥品處方

形態分析、藥品市場、藥品相關問題、藥品使

用經驗及其它如資訊系統防誤等面向來進行，

藥師需培養文獻搜尋及統計分析之能力。當藥

師進行基礎藥學研究時，除了挑選研究室與合

適主題外，更需注意時間的分配，因此，陳寬

軒向與會者分享了台北榮總臨床藥師進行基礎

研究之經驗。第四場演講特別邀請到在澳洲醫

學教育研究具領導地位之新南威爾斯大學（the 

University of New South Wales, UNSW）任教之

專家Prof. Boaz Shulruf分享在藥學教育研究之

經驗，過程中列舉了醫學研究、一般教育研究

與醫學教育研究適合的研究方式，其中醫學教

育研究適合的方式包含知覺 /信仰（perception/

beliefs）、準實驗（quasi experiment）及哲學辯

論（philosophical debates），幫助與會者更加清

楚醫學教育研究之執行方式。

此次研討會最後在各位專家詳盡的解說及

與會者熱絡的參與下圓滿落幕。「醫院藥師進

行研究」的整體推動仰賴學術單位與藥師共同

努力，此次研討會除了提供與會者瞭解各式研

究方法與應用，並汲取國際先進國家於醫學教

育研究發展之經驗，鼓勵國內藥師與學術單位

共同合作，提升各界對藥師進行研究的重視，

並藉由多方進行研究提出改善患者藥事照護之

方案與提升藥師自我之價值。

藥師週刊電子報免費提供藥師閱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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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藥師戴俊典

嘉義縣藥師公會長期關注藥

物濫用問題，今年再次與嘉義縣

毒品危害防制中心攜手合作，參

與由中央支持辦理之107年度反毒

師資社區巡講計畫。此計畫於4月

20日活動說明會當天正式啟動，

與會者包括衛生局長蔡淑真、中

央三部會代表（法務部、教育部、

衛生福利部），並邀請嘉義縣藥師

公會、嘉義長庚紀念醫院藥師擔

任宣導示範講師。

有別於以往針對校園師生進

行反毒宣導，此次計畫主軸則深

入社區，自 5月份起在 18鄉鎮市

共辦理 36場宣講活動，以期建構

社區多元化反毒通路。由於台灣

老化指數逐年攀升，各縣市中又

以嘉義縣年長者比例最高，因此

隔代教養現象普遍，家庭成員一

旦面臨毒品威脅時，負責教養的

長輩們是否能提供足夠的家庭支

持，亦是本計畫關注的重點。

因此，藥師除了提供社區民

眾知毒反毒觀念，更強調適時尋

求政府單位關懷協助的重要性，

如洽詢毒品危害防制中心或撥打

法務部戒毒諮詢專線 0800-770-

885。

藉由反毒宣講活動的參與，

除了讓藥師有更多機會展現專

業，宣導正確用藥知識與藥物濫

用對健康之危害，也深切了解偏

鄉角落仍有許多長者需要我們的

用藥關懷。未來公會將持續參與

相關活動，深耕社區反毒議題，

也期望能凝聚民眾對反毒的重

視，共同打造無毒家園。

公益嘉年華會傳遞反毒觀念

前進社區反毒宣導 嘉義縣藥師不缺席

健康幸福愛無毒 攜手雲林Naturelife
◎文╱雲林縣記者張志僑

雲林縣衛生局暨毒品危

害防制中心聯合醫事相關公會

團體，於 6月 24日，在古坑鄉

綠色隧道公園中央草皮，舉

辦「健康幸福愛無毒 攜手雲林

Naturelife」大型反毒宣導活動。

活動內容豐富精彩，雲林

縣藥師公會設置的攤位是藥師

與民眾互動式趣味衛教與正確

用藥宣導，讓大家留下深刻印

象，並為提升藥師專業形象加

分。活動現場邀請到學生社團

與民間表演團體，演出「古典

與現代、國際與鄉土」花鼓陣

與中東肚皮舞，還有泰國異國

風情的舞蹈表演，其間穿插多

次豐富有獎徵答摸彩與「生動

有意涵、故事會說話」的話劇

表演，讓此次宣導帶給民眾耳

目一新的觀感。

活動過程進行順利且最後

圓滿結束，不僅加深全民毒防

的最新觀念並加強其意志，在

現今的社會乃是重要且迫切的

課題。法務部也提供有需求之

藥癮者及其家屬、朋友、一般

民眾等便捷、迅速之電話求助

管道，成立0800-770-885（請請

你、幫幫我）戒毒成功專線，做

為全年無休之 24小時不打烊免

付費求助專線，以杜絕藥物非

法濫用並遠離不正

當的誘惑，期望建

構雲林縣為無毒

空間。

◎文╱新北市記者陳家維

7月 1日藥界盛大舉辦「用藥

安全路 藥師來照護」公益嘉年華

會活動。新北市藥師公會理事長

陳昭元深感反毒的重要性，特別

設立反毒攤位「傾聽遊戲，我說，

你跟我說」，宣導反毒觀念。由

於現代毒品常化成各式各樣的糖

果、小熊軟糖、王子麵⋯等，誘

騙青少年在不知不覺的情況下染

上毒癮，因此反毒的觀念一定是

要向下扎根。

趁此次大型活動，有許多家

長攜帶小孩參加的絕佳機會，新

北市藥師公會特地結合「一校一藥

師主軸」與「臺灣健康促進學校」

共同辦理用藥安全宣導。此次帶

隊校長劉秀汶表示，宣導主軸是

讓民眾了解濫用毒品會嚴重抑制

腦部呼吸中樞，導致精神錯亂、

幻聽幻覺、呼吸停止而致死亡。

吸食K他命還會讓膀胱纖維化，而

導致終身都要包尿布，並且提醒

民眾毒品早已滲入校園，千萬不

要抱持著「反正吸毒的一定不會是

我孩子」的苟且心理。

此次活動意義甚大，亦特地

邀請新北市藥劑生公會、新北市

西藥商業同業公會和新北市西藥

服務職業工會，共同參與，其中

熱心參與的人員共計 111位，盛

況空前。更感謝新北市西藥商業

同業公會理事長施政宏，事前大

力協助發放宣傳文宣，當日更結

合業界，以時下最火紅的夾娃娃

機，並搭配豐富禮品，掀起活動

高潮，造成轟動。另外，公會還

召集藥師們，參加由謝淑薇老師

帶領的閃舞團，利用週未晚間排

演，於活動當日精彩表演。

現場共有數萬名民眾熱情參

與，熱鬧非凡。活動結束，民眾

獲得滿滿的用藥知識，手裡也抱

著獎品開心地回家。

但好還要更好，事後開會檢

討有提到可改善：1、投摸彩券

時間過長。2、招待貴賓攤位不明

顯。3、貴賓停車場位置太遠等問

題，以期下次活動可以更趨完美。

↑7月1日嘉年華會活動，新北市藥師公會設置宣導反毒攤位。

↑雲林縣舉辦「健康幸福愛無毒攜手雲林Naturelife」大型反毒
宣導活動。

↑嘉義縣藥師公會與嘉義縣毒品危害防制中心攜手合作，參與今年度
反毒師資社區巡講計畫。

新北市
藥師公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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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陳寬軒

用途

本藥為抗凝血劑，用來預防血

栓形成（如靜脈栓塞、肺栓塞）、中

風等問題。如果已發生血栓，本藥

可防止栓塞擴大，但不能溶解血栓。

用法

． 通常每日使用一次，請依醫師指

示在固定時間服用，勿自行增減

藥量或停藥。

． 如果您忘記服藥，請在服藥間隔

的一半時間內補服。舉例：一天

服用一次者，如果在應服藥的 12

小時內想起，請立即補服，若超

過12小時，請「不要」再補服。

． 若曾忘記服藥，請詳細記錄補服

或漏服的日期與劑量，回診時務

必告訴醫師及藥師。

注意事項

． 為確保療效及安全，請配合醫囑

定期回診檢測凝血狀態。

． 在任何就醫情形下，您都應主動

告知醫師、藥師及其他醫療人員

「您正在服用本藥」。

． 許多藥品、保健食品或飲食可能

影響本藥抗凝血療效（舉例如附

表），若改變用藥或突然大幅調

整飲食習慣時，請告知醫師及藥

師。

． 富含維他命K之食物可能會降低

本藥作用，然毋需刻意減少或

停止食用富含維他命K的食物，

請維持規律與均衡的飲食習慣即

可。

． 過度飲酒可能會增加本藥藥效造

成出血，若有飲酒習慣請諮詢醫

師或藥師適當的飲用量。

可能副作用及處理方式

． 若流血不止如血尿、血便、黑便

等，或嚴重頭痛，請立即停藥並

就醫。

． 瘀青、牙齦出血、月經量變多，

可能表示抗凝血作用過強，請立

即回診。

． 如有嘔吐、腹瀉、感染、發燒、

呼吸困難等症狀，請告知醫師及

藥師。

其它叮嚀

． 服用本藥期間可能容易出血或不

易止血，請避免從事易發生受傷

或跌倒出血等活動，盥洗時建議

改用軟毛牙刷及電動刮鬍刀。

． 本藥可能造成胎兒的缺陷，或增

加胎兒及母體出血的危險，故禁

用於懷孕婦女。如果計劃懷孕或

已懷孕，請告知醫師及藥師。

． 本單無法詳載本藥之全部資料，

若有任何疑問可請教醫師或藥

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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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arfarin用藥指導

《用藥之道》

（本文作者為臺北榮民總醫院藥學部臨床藥師 / 陽明大學臨床醫學所博士）

可能影響本藥療效的藥品及食物

增加抗凝血療效 減弱抗凝血療效

西　　藥
阿斯匹靈、非類固醇消炎止痛藥、抗黴
菌藥（如fluconazole, ketoconazole）等

抗結核藥 rifampin、維他命K等

中　　藥 川芎、丹參、當歸、枸杞等

保健食品
銀杏、甲殼素、魚油等 Coenzyme Q10、苜蓿芽（Alfalfa sprouts）、

金絲桃草 (St. John's wort）等

飲　　食
蔓越莓汁、葡萄柚、大蒜、生薑等 富含維他命K之食物，如綠色蔬菜、動

物肝臟、綠茶等

（本表無法詳載全部資料，請參考相關文獻）

異位性皮膚炎之中醫治療（下）

◎文╱蘇珉寬、林煜程

治則可分為五大類

臟
腑
論
治

從心論治
(黃堯洲)

龍牡湯
(滋陰潛陽)

在《素問•至真要大論》中
有提到“諸痛癢瘡，皆屬於
心”這個方重用龍骨重鎮安
神為君藥，( 煅 ) 牡蠣可以
益陰潛陽為臣藥

從脾論治
(麻林玖)

加味啟脾丸
(健脾去積)

（人參5g，白朮、茯苓、蓮
子肉、澤瀉各10g，山楂、
苡仁各10g，白鮮皮10g、
苦參6g），用一些可以健脾
除濕的藥來治療脾虛濕滯
型兒童

多臟論治
(黃鶯)

培土清心方
(清心止癢)

南 沙 參 、 赤 茯 苓 、 生 薏
仁、白茅根各 15g，炒白
朮、忍冬藤、連翹心、淡
竹葉、黃芩各10g

外邪論治 消風散加減 養血袪風、清熱燥濕

分期論治 當歸飲子加減 養血潤燥、袪風止癢

成方論治 麻杏石甘湯加減
肺熱宣發失常 津液無法滋
養皮膚

結論

目前中醫藥多從內外二因治療異位性皮膚炎，

內以心、脾、肺、腎四臟腑為主，外從風、濕、熱

三邪出發，由於病程的遷延性，部分醫家以分階段

論治。總體來看，中醫藥在改善症狀、延緩復發、

減少復發率方面取得了良好療效，這也提示我們在

處理這類患者的時候，可以思考要如何去統整歸納

各家的經驗，以求提升治療的成效。

（全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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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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