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藥師週刊

退 件 請 退 回

板橋國慶郵局

【本刊訊】衛福部於8月3日召

開「研商醫師處方箋標示之適法

疑義會議」，針對藥師公會反應，

少數醫院於慢性病處方箋以制式

格式套印「處方箋上藥品不可替

代」或「處方箋上全部藥品不得

以其他廠牌替代」等相關內容之

適法疑義，進行討論。

針對缺藥事件，藥師公會全

聯會積極奔走相關單位，建議就

藥品分配不均、醫師「不可替代」

處方之效力、借調藥品規定之適

宜性及缺貨藥品之健保給付等問

題，期望政府機關能建立完善機

制，解決缺藥問題，保障民眾用

藥安全。

此次，研商醫師處方箋標示

之適法疑義會議，與會單位包括

醫師公會全聯會、台灣醫學中心

協會、中華民國區域醫院協會、

台灣醫院協會、台灣社區醫院協

會、台北市政府衛生局、新北市

政府衛生局、中央健保署、食藥

署等。

「與醫藥分業精神及藥師法相
關規定，尚有未合，應請各級
醫院改善。 」

研商醫師處方箋標示之適法

疑義會議，會中決議：

一、醫師基於醫療專業判斷

或個別病人病情需要，於處方箋

上加註「藥品不得以其他廠牌替

代」並無違法，但醫院以制式格

式於慢性病處方箋一律套印「處

方箋上全部藥品不得以其他廠牌

替代」，與醫藥分業精神及藥師法

相關規定，尚有未合，應請各級

醫院改善。

二、請各層級醫院（台灣醫

學中心協會、中華民國區域醫院

協會、台灣醫院協會、台灣社區

醫院協會）轉知會員改善。

【本刊訊】台灣打擊不法藥

物行動聯盟於 8月 15日舉辦第四

屆第三次會員大會，會中邀請食

品藥物管理署副組長祁若鳳演

講「藥品流通管理及藥政管理現

況」，她分享藥政管理、如何防堵

不法藥物、藥師角色與定位等。

祁若鳳說明，食品及藥政

之管理模式的差異，因此於上市

前、後控管方式不同。藥政管理

的使命為保障大眾健康，依循優

良審查規範、確保品質、安全及

療效、完善藥事照護體系；另外

在增進用藥之可近性，鼓勵創新

新藥之研發、諮詢及主動輔導機

制、審查流程透明、有效率與國

際接軌的法規環境等。

她指出，藥品生命週期管

理，包括原料藥管理（原料藥品質

及來源登錄）、製劑管理（上市前

審查及上市後變更管理）、製造管

理（GMP管理與稽查）、運銷管理

（GDP管理與稽查）、上市後監測

（政府主動監測及外界通報）等。

食藥署資料顯示，不法藥品

案件常見樣態，有來自國外購買

自用藥品，回國上網轉售；網路

上販賣含西藥成分之膠囊、錠狀

物；更改藥品保存期限；仿冒已

領有許可證之藥品等。祁若鳳指

出，食藥署防堵不法藥品措施，

包括，建立跨部會聯合查緝食品

藥物犯罪平台、104年藥事法修法

提高罰則、加強邊境包裹檢查、

藥品原料藥之邊境查驗、藥品追

溯追蹤推動實施、真偽辨識教

育、鼓勵檢舉等。

未來，食藥署將持續精進藥

品審查機制，例如，再生醫療製

劑管理條例、RWD／RWE應用於

特殊族群用藥之藥品審查、藥品

專利連結等。

有關藥師角色與定位，祁若

鳳表示，藥師角色從產品服務為

主，轉變為以病人為主的服務。

藥師角色定位為準備、取得、安

全地儲存、配送、給藥、調劑及

清除廢棄藥物、提供有效的藥事

照護、致力有效地改善醫療照護

系統與公共衛生、維持與增進專

業表現等。她期待未來藥師、民

眾、政府相互合作，共創多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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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品藥物管理署副組長祁若鳳（站立者）8月15日演講「藥品流通
管理及藥政管理現況」。

衛福部：應請各級醫院改善
處方箋套印「藥品不可替代」之適法性

食藥署：期望藥師、民眾、政府共創多贏

↑研商醫師處方箋標示之適法疑義會議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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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市跨領域合作藥事照護 開啟創新模式

「拒絕毒品 熱愛生命」藥師樂當守門人

◎文╱台南記者黃大晉

台南市藥師公會 7月 25日於

公會會館首次舉辦「107年建立臺

南市跨領域合作藥事照護團隊說

明會」，目的在於：一、促成醫療

院所與社區藥局雙向合作轉介。

二、接軌長照 2.0儲備跨領域合作

之藥事照護人才。希望能為病患

的照護串起完整的連結，也為藥

師的藥事照護開啟創新服務模式。

高齡 90歲的林伯伯罹患慢性

阻塞性肺病（COPD），又有高血

壓、胃腸機能性障礙和其他慢性

病，多重慢性病的纏縛讓他經常

住院，往往在醫院住了一陣子，

好不容易病情穩定可以出院，領

著慢性病藥回家自我照護，隔天

林伯伯又緊急再度住院。不是醫

院沒把林伯伯的病情照顧好，而

是病患出院後的照護環節出了問

題。這樣的場景一再出現，不僅

忙壞了醫院的醫療人員，也讓健

保資源的支出雪上加霜。

當一個慢性病患出院回家

後，如果病患的自我照護能力不

足，又沒有適合的醫療轉介來銜

接照護，那病患很有可能又會

在短期內再度住院。誰可以幫忙

解決這樣的問題與困境？醫院和

社區藥局的醫療照護人員都需要

思考一下，雙方如果無法銜接起

來，那就又回到老樣子，重複空

轉。因為除了健保用藥，病患是

否還有服用其他藥物的習慣、生

活起居是否潛藏其他危害健康的

問題，誰能就近了解、協助，社

區藥局藥師或是長照藥師應該都

是最適當的人選。

台南市藥師公會理事長吳

振名表示，這項創新服務是於病

人即將出院前，就先到醫院端全

盤了解病人的所有病情狀況，包

括參與院內討論、了解後續的支

持系統、訪視病人及確認病人出

院後的最佳訪視時間，於病人出

院返家後接續後續的居家訪視照

護服務，並將訪視照護的情形與

所見到的問題點回報給醫院端了

解，形成醫院、社區藥局無縫接

軌的完整藥事照護鏈，讓病人得

到最好的照顧，也讓社區藥局成

為守護社區居民健康的好鄰居，

尤其是面對高齡化的未來。

社區健保藥局除了承接處方

箋調劑，若是能再將長照的領域

導入與醫院配合銜接照護病患，

不僅可以醫藥合作提供病患完整

的照護，更是落實就近照顧社區

民眾健康的真諦，成為社區民眾

熱愛的好鄰居。這項創新服務計

畫，台南市藥師公會正在規劃與

準備啟動中。

◎文╱嘉義市記者商錦文

毒品的防範與防制，須要多

面向和長年不間斷持續努力，特

別是 7∼8月學校學生放暑假期

間，更需要投入大量的資源來推

展宣導。

嘉義市藥師公會於 7月 5日

偕同嘉義市政府毒品危害防制中

心、嘉義市衛生局，舉辦「拒絕毒

品 熱愛生命 你我都是守門人」活

動說明會，多位社區藥局藥師熱

情參與到場了解。此次活動提供

拒毒營業標章給社區藥局張貼，

還有「毒品偽裝全員破解」、「反

毒四行動」及心理諮商服務等的簡

介。

反毒四行動，是拒絕成癮物

質的基本功。包括：行動一，珍

愛生命，愛自己。行動二，防毒

拒毒，拒菸、酒、毒沾身。行動

三，知毒反毒，打擊毒害、毒品

止步。行動四，關懷協助，積極

轉介。民眾可以依拒毒標章找到

藥局和藥師尋求服務。

嘉義市衛生局心健科長何

宛青表示，活動期望透過簡易衛

教資訊，強化毒品認知及自殺防

治，培養民眾與藥師做朋友，如

有藥物濫用及自殺防治相關的問

題，藉由諮詢藥師，獲得適當的

協助。

一日吸毒終生戒毒，遠離毒

品比戒毒容易。社區藥局是大家的

好厝邊，藥師更是藥品的專家，藥

師們樂意在「拒絕毒品 熱愛生命 

你我都是守門人」的路上全力相

挺。0800-770885戒毒成功專線 24

小時免付費電話，歡迎使用。

反毒宣導講座深入校園 藥師走遍南投
◎文╱南投縣記者邱麗慧

南投縣藥師公會承接106學年

度南投縣各高中、國中、國小「防

制學生藥物濫用校園宣導」，學生

人數由幾十人至上千人都有，這

次宣導講師共派出林銘都、林澤

輝、黃文勇、邱麗慧、葉柏顯、

賴聖鵬等六位藥師走遍南投縣。

講師會根據學生人數多寡決

定如何開講，例如：設計問題用

Q&A方式、看影片、看圖說故事

帶入藥物訊息等。將影響精神的

物質分成：中樞神經興奮劑、中樞

神經抑制劑、中樞神經迷幻劑、

吸入性濫用物質、新興影響精神

物質五大類藥品帶入課程。

藥師葉柏顯在南投高商宣導

時提到，常見飲料「可口可樂」曾

含古柯葉萃取，所有學生都很訝

異。其實大家都知道它是碳酸飲

料，但不知道它的香料來源，早

期可口可樂問世之初主要成分有

兩種：古柯鹼（Cocaine）及咖啡

因（Caffeine），古柯鹼提取自古

柯葉，而咖啡因則提取自可樂果

（kola nut）。但現在的可口可樂已

不含古柯鹼，所以它已經擺脫含

有毒品的疑慮。

南投縣藥師公會理事長潘志

宏呼籲若有興趣加入宣導講師行

列的藥師，可向公會聯絡，將傳

承的工作延續下去。

↑台南市藥師公會於7月25日舉辦「107 年建立臺南市跨領域合作藥
事照護團隊說明會」。

← 嘉義市於
7 月 5 日
舉辦「拒
絕 毒 品 
熱愛生命 
你我都是
守 門 人」
活 動 說
明會，社
區藥局藥
師大力相
挺。

← 南投縣藥
師深入縣
內高中、
國中、國
小 進 行
「防制學
生藥物濫
用校園宣
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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藥師如何進入長照 認證與登錄說明
◎文╱藥師許博程

今年 3月底 65歲以上老年人

口占總人口比率已達到 14.05％，

台灣正式宣告邁入「高齡社會」。

高齡海嘯已來襲，所有人必須接

受長者退化比恢復更快的事實，

因此其健康需求從治癒（cure）轉

變成照護（care）；藥師亦必須與時

俱進調整思維，不能只是服務藥

品，更要服務用藥的「人」，其角

色應從藥品的提供者與教育者，

轉變成與其他照護專業人員合

作，讓長輩們生活改善、復能，

甚至更進一步激發其潛能，達到

有能力自主生活、維持尊嚴以及

提高生活品質的目標。

藥師屬醫事人員，為當然的

長照服務人員。然而藥師如何能

提供長照服務？能提供何種長照

專業服務？長照核心法源：「長期

照顧服務法」已於 106年 6月 3日

正式上路，配套「長期照顧服務人

員訓練認證繼續教育及登錄辦法」

亦於同日生效，從此整合長照體

系多頭法源，讓長照服務邁入新

的里程碑。107年 3月 14日公告的

「長照專業服務手冊」明訂藥師可

參與住宿式機構外之長照專業服

務，內容包含：居家與社區 IADLs/

ADLs復能照護（CA01至 04）、

居家與社區之社區適應（CA05、

06）、營養照護（CB01）、進食與

吞嚥照護（CB02）、困擾行為照護

（CB03）以及臥床或長期活動受限

照護（CB04）。

「長期照顧服務法」規定長

照服務人員必須經過「訓練」、

「認證」並「登錄」於機構，而機

構（長照提供者）必須與照管中心

「特約」，並「申請」開立照顧服

務管理資訊平台提供單位使用權

限，才能執行長照服務。茲說明

如下：

訓練：初次申請認證前，需

至「長期照顧專業人員數位學習

平台」（https://ppt.cc/fFF5Tx）完成

Level 1訓練課程。

認證（圖一）：於「衛福部長

照人員管理系統」（https://ppt.cc/

fPR72x）預約申請長照人員證明後

至所在地方政府的照管中心 /長照

科申請認證（或逕向照管中心 /長

照科申請認證亦可）。申請者需填

具申請書（https://ppt.cc/f26jzx）、

檢附文件並繳納規費 100元（但於

108年 6月 2日前辦理長照人員認

證者，免繳納規費）。約 7至 14個

工作天即可拿到長照人員認證證

明文件。

補發或換發：若長照人員認證

證明文件遺失或損壞時，應填具

申請書及具結書，並檢附文件並

繳納規費，向原發證的機關申請

補發或換發。

更新：長照人員認證有效期

間為六年，其間必須接受專業課

程、品質、倫理與法規持續教育

（品質、倫理、法規課程之分數，

合計至少十二點，其中應包括消

防安全、緊急應變、傳染病防

治、性別敏感度及多元族群文化

之課程），總積分達 120點以上，

在有效期限屆滿的六個月前檢附

文件及繳納規費，向原發證的機

關申請更新認證。

特約：若藥局為長照提供者，

則檢附藥局開業執照正本與影本，

行文至照管中心 /長照科

（有些縣市不用行文，公

文範例：https://ppt.cc/

f6Bynx），與照管中心 /長

照科簽訂「特約長期照

顧專業服務契約書（台

南市範例 https://ppt.cc/

fBrFix）」申請特約。

申請開立照管平台

使用權限：申請人填妥

申請表（https://ppt.cc/

fH4d6x）後，簽名並由單

位用印，併同申請單位

登記或設立之證明文件

影本（藥局開業執照），

送至照管中心 /長照科開

立權限。

登錄：服務機構應

填具申請書，並檢附文

件，向所在地地方主管

機關申請登錄。

支援：長照人員至非登錄之機

構提供支援服務前，應報請機構

所在地地方主管機關核定。

未來肯定是挑戰，但也是藥

師的機會！親愛的藥師們，我們

準備好了嗎？

鼓勵藥師精進專業知能 因應長照需求
◎文╱藥師范綱智

據世界衛生組織（WHO）定

義：「高齡化社會」為65歲以上人

口占總人口比率達 7%；「高齡社

會」為14%；而「超高齡社會」為

20%。台灣已在今年 3月底正式宣

告邁入「高齡社會」，且距離「超

高齡社會」，僅剩八年時間，反映

出我國老化速度的嚴重程度。

由於出生率低加上人口外

移，新竹縣部分鄉鎮早已進入

「超高齡社會」。有鑑於此，新竹

縣藥師公會理事長徐紹仁表示，

面對來勢洶洶的高齡海嘯，未來

的藥事服務不應只是單純調劑、

送藥到宅，而是要思考如何與其

他專業人員合作建構高齡照護

網，將是這一代藥師責無旁貸之

任務。面對銀髮族龐大的照護需

求，藥師必須走出藥局，與個案

/家屬 /主要照顧者、醫師 /護理

師 /營養師 /物理治療師等其他專

業人員建立起整合性跨專業團隊

合作模式（Trans-disciplinary Team 

Approach），以個案為中心（client-

centered practice）執行全人照護

（Holistic Health Care）。

在徐紹仁的帶領下，於5月底

邀請新竹縣衛生局長殷東成、醫

政長照科長、食藥科長以及相關

單位召開協調會，會中依據「長期

照顧服務法」、「直轄市、縣（市）

政府辦理長期照顧服務提供者特

約簽訂及費用支付作業要點」、

「長期照顧（專業服務）給付及支

付基準」及「長照專業服務手冊」

等，對藥師如何執行長照 2.0業務

進行討論。會中決議先由2家種子

藥局承接衛生局長照（專業服務

類C碼）區域試辦先導計畫，除建

立 SOP外，並採滾動式修正方式

讓流程更臻完善。徐紹仁呼籲所

有的會員要盡快取得 LEVEL I 資

格（衛福部長期照顧專業人員數

位學習平台https://ltc-learning.org/

mooc/index.php 完成線上學習課程

並取得完訓證明），且最好能取得

LEVEL II、III資格，充實精進專業

知能，以便日後能快速複製專業

團隊合作模式，順利投入長照領

域。

筆者為種子藥局之一，目前

主要參與CB04—臥床或長期活動

受限照護。此組合是兩種以上的

醫事人員組成的專業團隊（筆者主

要與居護所護理師搭配），針對臥

床或長期處於活動受限之個案，

提供整體性照顧指導，以避免個

案受照顧不當而衍生更多的醫療

及照顧需要。執行內容包括：評

估 /問題需求、擬定 /服務內容計

畫、指導措施處理及製作紀錄 /建

議評量。當個案身體狀況出現變

化時，亦需協助轉介相關醫事專

業人員提供必要之處置。

人口老化是社會的危機，卻

也是藥師的機會。當長輩們有照

護需求，若藥師能站在第一線為

其排憂解難，當然民眾有感、官

員有感、政府有感，此時長照自

然不能沒有藥師了！

新竹縣
藥師公會

↑圖一 長照服務人員認證申請流程。

↑長期照顧
專業人員
數位學習
平台。

↑衛福部長
照人員管
理系統。

↑申請特約
公 文 範
本。

↑申請開立
照管平台
使 用 權
限。

↑長照人員
證明申請
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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狂犬病疫苗施打5劑變更為4劑
◎文╱南投縣記者葉柏顯

近期國際人用狂犬病疫苗貨源供應嚴重短

缺，在2020年前供應恐無法穩定，為確保國內

暴露狂犬病毒及麗沙病毒之高風險民眾能獲得

完整疫苗接種，疾病管制署針對狂犬病暴露後

疫苗適用對象條件等指引，修訂重點如下：

一、暴露動物類別侷限於國內農委會長

期監測發生狂犬病毒或麗沙病毒之「鼬獾」、

「白鼻心」、「錢鼠（限台東市）」、「蝙蝠」及出

現明顯類狂犬病特殊異常行為之動物，且經中

央農政單位判定「疑似狂犬病毒或麗沙病毒感

染」為限。

二、流浪犬貓咬傷，比照家犬貓咬傷者，

暫不給予疫苗，動物如10日內經動檢機關觀測

出現疑似狂犬病症狀，則給予疫苗。

三、暴露地點以發生動物疫情之 9縣巿為

限，另農委會 7月 25日公布 1例於新北市新店

區發現蝙蝠感染新型麗沙病毒，增加新北市僅

限蝙蝠暴露者，而後續如有新增狂犬病毒或麗

沙病毒陽性動物之縣巿則另因應調整。

四、依世界衛生組織（WHO）公布之狂犬

病專家諮詢指引，由原先5劑（咬傷後第0天、

3天、7天、14天、28天各接種 1劑 )改為 4劑

時程，（分別在咬傷後第0、3、7、14天各接種

1劑。）

五、前往狂犬病高風險國家旅遊等暴露前

預防接種暫不提供接種。

依據農委會防檢局監測資料，今（2018）

年截至 6月底止，國內檢出狂犬病陽性動物

分布於 9縣市 82鄉鎮（屏東縣、高雄市、台

南市、嘉義縣、雲林縣、台中市、南投縣、

台東縣及花蓮縣），流浪犬貓監測結果皆為

陰性；另國內自 2016年迄今共計 3例（台南

縣、雲林縣、新北巿）蝙蝠檢出新型麗沙病

毒，該病毒與狂犬病病毒屬同一類基因親緣群

（PhylogroupΙ），發病致死率等同狂犬病病毒

感染。

民眾勿接觸及捕捉野生動物（包括蝙

蝠），每年須帶家中犬、貓寵物等施打狂犬病

疫苗，如不慎遭野生動物抓咬傷，請以肥皂及

大量水清洗傷口 15分鐘，再以優碘或 70%酒

精消毒後，盡速前往「人用狂犬病疫苗接種服

務醫院（衛生所）」就醫，由專業醫師評估，

接受適當醫療處置，以降低發病風險，確保生

命安全。相關資訊請參閱疾管署全球資訊網

（https://www.cdc.gov.tw）或撥打免費防疫專線

1922或0800-001922洽詢。

◎文╱李建澄

治療

十、其他輔助治療

具鎮靜作用的抗組織胺藥物用於治療

瘙癢感的臨床證據等級不高，但因其鎮靜

作用能幫助搔癢發病的病人睡眠，故臨床

上仍被廣泛使用。Doxepin外用製劑可阻

斷H1和H2接受體，具強力抗組織胺作用

也可用於改善搔癢發感，建議短期（8天以

內）使用 3。

次氯酸鈉成分的漂白水，稀釋成

0.005%濃度使用泡澡方式，在臨床治療上

雖無一致性結果，但對於反覆感染引起異

位性皮膚炎的病人可考慮使用 4，惟須先經

醫師評估及指導使用，不建議病人自行嘗

試，以免造成病情惡化。

使用益生菌治療異位性皮膚炎的效果

仍有爭議，儘管部分異位性皮膚炎和遺傳

性過敏疾病有關連性，但目前的研究仍無

法證實使用益生菌能明顯改善異位性皮膚

炎的症狀 2。

食物或環境等過敏原是否會造成病情

惡化也尚有爭議，儘管動物毛屑、黴菌、

花粉或塵 可能跟異位性皮膚炎發作有關，

但是減少這些過敏原對於病情控制似乎沒

有幫助 3。

病人或家屬衛教

應衛教病人避免處在太乾燥環境，避

免過大壓力、避免使用香水，衣物盡量使

用純棉製品，避免穿毛織品或使用人造纖

維製品等。

避免製造「發癢」→「搔抓」→「發

炎」的惡性循環，向病人或家屬解釋皮膚

乾燥或過敏等引起之發癢，若去搔抓，抓

破皮膚一旦造成發炎又會引起更嚴重發

癢。因此控制搔抓及保護皮膚避免發炎是

很重要的。保濕是自我管理相當重要的一

個環節，適當使用保濕劑可避免皮膚因過

於乾燥失去屏障容易導致搔癢發炎。

沐浴雖然可以滋潤皮膚，但建議水溫

不要太熱或洗太久（超過15分鐘），浴後要

立即使用保濕潤膚劑，以避免皮膚水分喪

失。

醫師可能會處方強效外用類固醇製劑

或其他藥品用於重度或急性發作，應告

知病人依照醫囑用量及時間長度使用，

切勿認為效果較佳而長期、增量或大範

圍使用。

儘管約有一半的異位性皮膚炎的病

人隨著年紀增長不再發病，但發病期的

治療只能減輕症狀，因此對病人或家屬

實施衛教是很重要的一環，研究已證實

適當的衛教能降低病人症狀嚴重程度，

進而提升生活品質。

（全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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淺談異位性皮膚炎之治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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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場觀賞電影不可能的任務

用藥安全宣導 深入原住民部落

◎文╱台南記者林亨達

台南市藥師公會一年一度

的電影欣賞活動，於7月25日

由理事長吳振名帶領藥師及眷

屬在午夜裡作夥挑戰「不可能

的任務」。公會更貼心地提供

點心、飲料，讓所有參與者有

賓至如歸的感受。

想要重新審視自己，藉由

看電影確實是個很好的方法之

一，除了電影可以讓自己有不

一樣的審思之外，更可以藉著

看電影來豐富自己的心靈，在心靈重新得到不

同的解讀後，壓力也就會漸漸地得到釋放，所

以很多人會把看電影納入自己的紓壓方法之中。

因此，吳振名希望藥師能在忙碌的工作之

餘，多多從事休閒活動，並踴躍支持參與公會

所舉辦的活動，讓我們一起相約，期待下一次

的電影欣賞。

◎文╱嘉義縣記者紀珮珊

「用藥安全路  藥師來照

護」嘉義縣用藥安全宣導活

動，於各鄉鎮社區中持續展

開，其中更深入阿里山偏鄉

原住民部落，傳遞鄉民安全

用藥知識及藥品正確使用之

觀念。

1 0 7年度「建構社區用

藥安全 健康網絡計畫」執行

用藥安全宣導活動，在嘉義

縣各鄉鎮社區中熱烈展開。其中，7月 24、25

日，連續兩天，嘉義縣藥師公會分別於「竹崎

鄉」復金社區活動中心及「阿里山鄉」山美部

落教室，舉辦兩場用藥安全宣導活動，提升社

區與偏鄉原住民部落正確用藥安全之觀念。

參加宣導活動之鄉民以銀髮族居多，嘉

義縣理事長蕭博勝用詼諧有趣、淺顯易懂之方

式，宣導用藥安全五大核心能力：

一、愛自己，做身體的主人─不買來路

不明、地下廣播電台之藥品，應遵守「不聽、

不信、不買、不吃、不推薦」五不原則。嚴重

症狀應就醫，不可自行亂服藥，延誤就醫。長

期服用之藥品，應由醫師或藥師定期評估才安

全。

二、說明白，清楚表達自己身體狀況─

不論就醫，或自行購買藥品時，應向醫師或藥

師清楚說明自己身體狀況，例如，有無對藥物

或食物過敏，目前服用何種藥品或保健食品，

是否有高血壓、心血管疾病、家族遺傳疾病⋯

等。

三、看清楚，看清楚藥品標示─藥品分

三級，清楚認識處方藥（例如：心臟病、高血

壓、糖尿病、抗生素⋯等醫師處方用藥）、指

示藥（例如：胃腸常用藥、綜合感冒藥⋯等）、

成藥（例如：枇杷膏）。

四、用正確，清楚用藥方法、時間─購

買或服用藥品前，需看清楚外盒說明、藥品用

途，詳閱說明書所標示之用法、用量及服用時

間，並遵循醫師或藥師指示服藥。

五、做朋友，與醫師、藥師做朋友─生病

找醫師，用藥找藥師，用藥沒煩惱。

在輕鬆氣氛下，宣導用藥安全五大核心

能力，長輩們都認真聆聽，不時發出歡笑聲，

有獎徵答時，大家踴躍搶答，與長輩們互動良

好，宣導成效極佳。

嘉義縣
藥師公會

↑嘉義縣藥師公會「建構社區用藥安全 健康網絡計畫」執行用
藥安全宣導活動，7月24、25日在竹崎鄉及阿里山鄉舉辦。

↑台南市藥師公會電影欣賞活動，邀請藥師及眷屬觀賞「不可
能的任務：全面瓦解」。

台南市
藥師公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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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胡藜方

用途

本藥為抗凝血藥品，用來預

防中風、全身性栓塞，以及下肢重

大骨科術後靜脈血栓栓塞症。

用法

● 每日早晚各一次，請依醫囑按

時服藥。
● 請以開水整顆吞服，切勿打開

膠囊，避免增加出血風險。
● 室溫儲存，服藥前才撕開鋁箔

包裝取用，避免藥品受潮。
● 忘記服藥時，若距離下次服藥

時間不足6小時，請跳過此次劑

量、不須補服。

注意事項

● 曾接受腦部、脊柱或心臟機械

性瓣膜置換手術；過去6個月內

發生出血性中風、顱內出血；具

肝腎功能疾病；目前有嚴重出血

症狀或危險因子如胃腸道潰瘍

等之病人，請告知醫師及藥師。
● 會影響抗凝血療效的藥品如

下，併用時應主動告知醫師及

藥師：阿斯匹靈、抗血小板藥

品或其他抗凝血劑；非類固醇

消炎止痛藥；抗心律不整藥

品 amiodarone、dronedarone、

quinidine、verapamil；口服抗

黴菌藥品 i t r aconazole；抗結

核藥品 rifampin；抗癲癇藥品

carbamazepine、phenytoin；降

尿酸藥品 sulfinpyrazone；免疫調

節藥品 cyclosporine；荷爾蒙藥

品mifepristone (Apano、RU486) 

和聖約翰草 (St. John's wort) 等。
● 若欲新使用其他藥品、中草藥

或健康食品，請告知醫師及藥

師。
● 進行白內障手術、拔牙、心臟

電氣燒灼術、心導管或大腸鏡

等侵入性處置前，請與處方及

手術醫師討論停藥或換藥的治

療計畫。

可能副作用及處理方式

● 首次用藥若有過敏反應如皮疹

搔癢、喉頭腫脹等，請立即停

藥並就醫。
● 若發生瘀青、牙齦出血、流鼻

血等輕微出血，請儘速回診諮

詢。
● 若發生吐血、血尿、血便、黑

便等嚴重出血，請立即停藥並

就醫。
● 若發生單側肢體無力、失去平

衡、視力模糊、口齒不清、嚴

重頭痛等疑似栓塞症狀，請立

即就醫。

其它叮嚀

● 在任何就醫情形下，請主動告

知醫療人員「目前正在服用抗

凝血劑」。
● 服用本藥較易出血或不易止

血，請避免容易受傷或跌倒等

活動。
● 盥洗時建議改用軟毛牙刷及電

動刮鬍刀。
● 已懷孕或計劃懷孕者，請與醫

師或藥師諮詢相關用藥計畫。
● 本單無法詳載本藥之全部資

訊，若有任何疑問可請教醫師

或藥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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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 i d g e f i e l d ,  C T:  B o e h r i n g e r 

Ingelheim Pharmaceuticals, Inc; 

2010.

3. Lexicomp Online, Lexi-Drugs 

Multinational Online, Hudson, 

Ohio: Wolters Kluwer Clinical Drug 

Information, Inc.; 2018. Accessed 

July 10, 2018.

4. M i c r o m e d e x ®  ( e l e c t r o n i c 

version). Truven Health Analytics, 

Greenwood Village, Colorado, 

USA. Available at: http://www.

m i c ro m e d ex s o l u t i o n s . co m / . 

Accessed July 10, 2018.

（本文作者為臺北榮民總醫院藥學

部臨床藥師 / 陽明大學藥理所臨床
藥學組碩士）

Dabigatran（Pradaxa®）用藥指導

《用藥之道》

◎ 文╱陳宣瑞

功效應用

紫菀性溫而不熱，潤而不燥，長於開泄肺鬱

化痰止咳，且不論肺寒、肺熱或肺虛癆嗽均可使

用，但陰虛火亢的燥咳、實熱咳嗽及肺癰成膿則

需慎用。7

目前常見炮製紫菀的方式為生紫菀及蜜製

紫菀，生紫菀以散寒、降氣化痰力勝，多用於痰

嗽實證，治外感風寒，氣壅痰多之的咳嗽，如止

嗽散、射干麻黃湯。紫菀蜜製後可增加其潤肺祛

痰止咳作用，治氣虛肺虛久咳，如紫菀散、紫菀

湯；以現代觀點來說，因紫菀內主要成分為皂苷，

在切製時會水解成不溶於水的苷元，而糖的存在

可增加苷元的溶解度，促進有效成分吸收。8

在臨床上紫菀常與款冬花配伍運用，《本經疏

證》云：「《千金》、《外台》：凡治咳逆久咳，併用

紫菀、款冬者十方而九」，但紫菀長於祛痰，而款

冬花長於止咳。

現代研究

紫菀化學成分豐富，藥理研究顯示紫菀能

止咳化痰、抗結核、抗菌、利尿及抗癌等作用。

類及皂苷類為紫菀主要化學成份，也是止咳化

痰的活性成分，能夠藉由增加呼吸道腺體的分

泌作用來稀釋痰液，使之易於咳出，包含紫菀皂

苷（Astershionone）、紫菀酮（Shionone）、木栓酮

(Friedelin)、表木栓醇（Epifriedelinol）。在體外試

驗中，三 類的Astershionone C能夠抑制B肝病毒

分泌抗原，降低病毒活性。抗腫瘤的關鍵活性成

分為環肽類化合物（Astins A、B、C），其他所含

多糖類及微量元素也具有抗癌作用。黃酮類的槲

皮素（Quercetin）、山奈酚（Kaempferol）具抗氧化

作用可抑制紅血球溶血、腦脂質過氧化作用，與

另外兩種成分，東茛菪素（Scopoletin）及大黃素

（Emodin），對超氧化物自由基的產生有顯著抑制

作用。5

有研究以紫菀酮、槲皮素及山奈酚作為測定

標的，比較母根、根與根莖內的含量差異，結果

顯示三種成分的含量以根中最高，母根次之；但因

母根占紫菀地下部分的 34%，未來若能將母根納

入藥典正確之藥用部位，將可使紫菀的使用資源

擴大，而適合栽培的母根則繼續作為繁殖材料。6

（全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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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1-133。

6. 顏正華：中藥學。臺北，知音出版社2011：6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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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彭文靜、辛蕊華、任麗花等：紫菀化學成分及藥

理作用研究進展。動物醫學進展 2015；36(3)：

102-106。

（本文作者為台北慈濟醫院中藥局藥師）

紫   菀（下）

本專欄為藥教資訊，供執業藥

師共享專業詳盡之藥教資源，

可作為病人書面指導單張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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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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