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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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月15日舉辦「藥師節醫藥記者感

恩餐會」，現場約有五十名媒體記

者與會。會中把累積 10年的藥事

照護故事，透過影片，呈現藥師

在全國各個角落默默為藥事照護

民眾所做的努力，顯示藥師在長

照體系中的功能與價值不容忽視。

藥師公會全聯會理事長古博

仁指出，台灣用藥量是美國的 7.2

倍，台灣每人每年平均門診量 15

次，美國不到 5次；去年三月，

衛福部公布台灣 65歲以上人口達

14.5％，正式邁入老人化人口的時

代，預估至 2025年達 20％；台灣

洗腎率居世界之冠。以上種種數

據與民眾用藥都有關係，將來如何

透過藥師的專業，讓全民的用藥安

全環境得到多一點、好一點的照

護，是藥師該負起的社會責任。

他表示，藉由此次藥師節活

動，將藥師公會發掘的社會問題，

透過媒體的宣導，讓更多人關心

隱藏在社會各角落的用藥問題，

透過活動喚起民眾用藥安全、健

康的觀念，透過媒體的筆，讓民眾

了解用藥安全路，藥師願意與民

眾站在一起，營造全台健康環境。

會中邀請執行藥事照護的

藥師，包括台北市蘇柏名、嘉義

縣趙坤賢、雲林縣吳鴻年等藥師

至現場做經驗分享。他們帶來一

些案例，其中一案例更顯示在接

受藥事照護後，個案過量使用安

眠藥、重複使用止痛藥等用藥狀

況均有明顯降低、疾病獲得顯著

控制等。更重要的是透過藥師的

訪視，個案對於自身藥品的認識

已明顯改善，學會配合醫囑使用

藥品，疾病也逐漸得到穩定的控

制。藥師除了協助解決病人目前

的醫療問題，與其他醫療人員討

論並溝通，也提醒病人正確服藥

對疾病控制的重要性。

【本刊訊】台灣醫療品質促進

聯盟於 1月 21日舉辦「2018醫事

團體聯合感恩餐會」，感謝及回顧

2018年各醫事團體發揮專業，照

護民眾健康所付出的努力。

立法院長蘇嘉全、衛生福利

部長陳時中、食藥署長吳秀梅、

健保署長李伯璋、醫事司長石崇

良、立委吳焜裕、陳曼麗、吳玉

琴、蔣萬安等共同與會。

蘇嘉全表示，全民健保是世

界各國最想了解的台灣制度，而

健保能做好，背後最大的功臣，

就是所有醫事團體成員的努力。

醫聯盟十九個全國性醫事團體協

助政府單位建置優質醫療體制，

讓病患獲得最好的照顧，他指

出，將找相關部會協商，如何讓

妥善運用健保資源，把每個醫事

團體都照顧到，讓醫療品質更加

完善。

陳時中指出，很高興看到醫

事團體團結在一起，未來將與各

團體合作，為台灣醫療環境把關。

醫聯盟理事長古博仁表示，

醫聯盟係由台灣十九個全國性醫

事專業公會與病友公益團體組

成，以「利他」為宗旨的聯盟，

所屬近 20萬的會員群願意站出來

為台灣開啟醫療新頁，並誓言擔

任民眾、政府及醫事專業人員之

最佳溝通平台，結合台灣優質之

醫事專業人力，發揮整合性照護

及預防性醫療之最大效用。

台灣健保是為世界所稱讚

的，必需感謝各醫事人員擔任後

盾，今年健保實施第 23年，如何

永續經營值得醫事人員思考。醫

聯盟今年的心願，期待解決醫院

醫事人力配置問題，這是對病患

最基本保障。身為藥師除關心民

眾用藥問題，也與各醫事團體站

在一起，思考如何讓民眾獲得最

妥適的醫療照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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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醫療品質促進聯盟於1月21日舉辦「2018醫事團體聯合感恩餐會」，理事長古博仁（左圖左一）表示，藥師樂意與各醫事團體站在一
起，照護全民健康。各醫事團體幹部與立法院長蘇嘉全（右圖後排右七）合影。

:藥事照護是藥師社會責任
全聯會舉辦藥師節醫藥記者感恩餐會

藥師與各醫事團體一起 照護全民健康
2018醫事團體聯合感恩餐會

古
博
仁

← 藥師公會全聯
會於 1 月 15 日
舉辦「藥師節
醫藥記者感恩
餐會」，會中透
過藥事照護影
片，期望讓民
眾更了解藥師
的功能與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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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北市藥事服務獎頒獎暨藥師節慶祝大會

台中市藥師節慶祝晚會 表揚「藥事服務獎」

◎文╱新北市記者李有倫

新北市衛生局舉辦「第7屆藥

事服務獎頒獎典禮」於 1月 17日

在新莊典華會館隆重舉行。為鼓

勵臨床藥學專業領域、藥事照護

工作與對公共衛生積極之奉獻，

公開頒發藥事服務獎表揚傑出藥

師，以彰顯默默奉獻、熱心公益

的醫療人員，提高民眾對藥師之

專業信賴感。

評選委員會從新北市 4,800名

藥師及藥劑生中評選出優秀的藥

師，有11位藥師及2家醫療機構獲

得此殊榮，並由新北市長侯友宜

頒發「藥事服務獎」獎牌。得獎

的名單有：社區服務卓越獎：陳

士介（士昌藥局）、李玉萍（松展

多利日式連鎖藥粧藥局）、白三奇

（藥安藥局）、陳翊齊（知達健保藥

局）、沈宗慰（八里區衛生所）；臨

床服務傑出獎：蔡芳佩（台北慈濟

醫院）、蔡佳珊（雙和醫院）、謝嘉

蔚（耕莘醫院）、劉純惠（馬偕醫

院）；特殊貢獻獎個人獎：江宏彬

（亞東醫院）、王素華（又怡藥師藥

局）；特殊貢獻獎機構獎：慈濟醫

院、台大醫院金山分院。

當晚令人引頸期盼的「第 63

屆藥師節慶祝大會」，亦於新莊典

華會館隆重舉行，席開百桌，以

感謝各界藥師平日不遺餘力的為

台灣醫療照護付出。與會貴賓包

括：衛生局副局長許朝程、陽明大

學藥物科學院長康照洲、藥師公

會全聯會理事古博仁、藥劑生公

會全聯會理事陳政銘等，讓大會

增添許多光彩。

新北藥師公會理事長陳昭

元首先開場致詞，並率領理監事

團隊向現場嘉賓及全體藥師致

敬，感謝全體藥師同仁的努力付

出。同時也感謝衛福部長陳時中

及各長官等貴賓蒞臨。緊接著亞

東醫院藥師所組成「亞藥娛樂團 

FEMHP」的勁歌熱舞將場內氣氛

帶動至高點，博得滿堂彩。

最後全體理監事團隊上台高唱

「廟會」，在一陣歡樂的氣氛中，大

家相約明年藥師節慶祝大會再相

見。

◎文╱台中記者劉純玉

台中市藥師公會於 1月 6日，

在潮港城帝國宴會廳舉辦慶祝藥

師節晚會，由主持人李淑玲理事

長為晚會揭開序幕。會中，台中

市長盧秀燕逐一表揚獲得市府「藥

事服務獎」的 1 6位績優藥事人

員；藥師公會全聯會理事長古博

仁也表揚藥師週刊記者服務獎。

與會貴賓包括衛生局長曾梓展、

社會局長李允傑，立法委員黃國

書、張廖萬堅，市議員江肇國、

黃守達⋯等，席開140桌，逾千名

會員參加，熱鬧非凡。

曾梓展致詞時指出，「弱勢家

庭暨獨居老人藥事及全人健康照

護計畫」廣獲藥事人員參與響應，

目前已服務約 1萬 4,000人次，藥

事人員藉由參加這項計畫深入社

區提供用藥相關服務，病人接受

藥師建議進而改變自身的服藥行

為，使治療問題獲得解決，也提

升服藥配合度。

台灣醫藥分業制度，使醫療

衛生體系進入專業分工的時代。

台中目前執業藥事人員約有 4,800

位藥師，共同守護市民的用藥安

全。盧秀燕表示，市府十分感謝

熱心參與各項公共衛生政策的藥

事人員，特別是為民眾用藥安全

把關責任，市府將聆聽醫藥界聲

音，並攜手同心為社會服務。

台中市藥師公會千人年終聚

會在合唱團獻唱、診所藥師委員

會的精彩表演中，讓台中市藥師

在寒夜中倍感溫馨與歡樂。

花蓮縣藥師節慶祝大會 藥師榮獲表揚
◎文╱花蓮縣記者趙瑞平

花蓮縣藥師公會108年度藥師

節慶祝大會典禮於 1月 20日，在

瀚品酒店盛大舉辦，各界仕紳雲

集，來自外縣市的友會也紛紛到

場慶賀，同時也在大會中表揚優

良藥師及0206賑災的藥師。

花蓮縣藥師公會理事長林憶

君表示，公會在理監事團隊協助

下，政策推動的非常順利。去年 2

月6日花蓮發生嚴重地震，藥師公

會緊急和醫師公會成立災民緊急

醫療救護站，幫忙無家可歸的災

民醫療方面的協助，特別感謝參

與的全體藥師基於「人飢己飢，人

溺己溺」的愛心，主動踴躍進行了

長達十天的救援工作，同時也向

社會大眾展現了藥師熱心公益不

落人後的專業服務形象。

花蓮雖位於台灣後山，地處

偏遠，醫療資源匱乏，但藥師公

會每個月皆與醫師公會聯合舉辦

無醫村的義診服務，嘉惠鄉親，

讓民眾感受到藥師的親切及專

業。並鼓勵社區藥局藥師參與高

診次藥事服務，教育民眾正確的

用藥觀念，減少用藥資源浪費。

同時，公會也非常重視用

藥安全及反毒的宣導，首創結合

傳統文化，與西田社劇團合作，

開著布袋戲巴士走遍花蓮縣十幾

個偏鄉國小，為幼小的學童推廣

用藥安全及反毒宣導。搭配有趣

布袋戲表演及生動劇情，提升學

童的興趣和記憶。另外，公會也

和創世基金會一起關懷弱勢植物

人，進行物資募集活動，為弱勢

族群提供幫助。

會中，包括花蓮縣長徐榛

蔚、縣議員張美慧、吳東昇，花蓮

縣衛生局長朱家祥，花蓮縣文化

局長江躍辰、花蓮市長魏嘉賢，藥

師公會全聯會常務常務理事廖玲

巧、監事黃金舜，花蓮縣醫師公會

理事長鄒永宏，醫療觀光協會理

事長黃啟嘉，花蓮縣家長協會理事

長潘乾鑑及各縣市藥師公會數百

人到場祝賀，熱鬧非凡。

全場還有樂團表演及大家一

起牽手跳團體舞，展現藥師的青

春活力外，更凝聚團結向心力，

最後大會圓滿成功。

← 新北市衛
生 局 於 1 
月 1 7 日
舉行「第
7 屆 藥 事
服務獎頒
獎典禮」。

← 花蓮縣藥
師公會於
1月20 日
舉辦藥師
節慶祝大
會典禮。

↑台中市藥師公會於1月6日舉辦慶祝藥師節晚會，台中市長盧秀燕
（左五）表揚「藥事服務獎」予績優藥事人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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雲林縣藥師公會團隊 拜會縣長張麗善

營造健康幸福城 市長夫人傾聽藥師公會意見

◎文╱雲林縣記者黃永成

1月 8日，雲林縣藥師公會理

事長許新交率領公會幹部團隊至

縣府拜會新任縣長張麗善，團隊

成員抵達縣府，受縣長辦公室幹

部熱情接待，並安排於貴賓室與

縣長會談。

張麗善於會談中表示，或

許同為醫事人員，格外感受與藥

師公會之間有份親切與溫馨感，

感謝公會自她參政以來，一路上

的支持與鼓勵，此次參選縣長過

程中，藥師公會全聯會理事長古

博仁也多次親臨支持與鼓勵，這

些都讓她銘記在心。未來如何將

參選政見，落實推動到縣政運作

上，如：將生產過剩農產品協助銷

售與規劃尋找海外訂單、非洲豬

瘟防治政策因應等向與會幹部簡

述，同時讚許藥師團隊在用藥安

全上一直為縣民把關，也期許在

長照政策方面，能協助縣府照顧

年長與弱勢需要等族群，提供良

好的藥事照護。

許新交表示，感謝張縣長

自擔任立委以來，長期為藥界發

聲，協助爭取與捍衛藥師權益，

未來藥師團隊仍會持續配合縣府

推動的藥事居家照護等政策，提

供藥學專業的判斷與服務，以保

障縣民的用藥安全，建構全民優

質的用藥環境。

整個會談氣氛，宛如家族成

員聚會敘舊般，最後由許新交代表

公會致贈縣長紀念品，縣長也回贈

與會人員紀念品及逐一合影留念，

拜會行程在溫馨愉快的氣氛與縣

長「歡迎再來」聲中結束。

◎文╱台南記者黃大晉

黃偉哲市長夫人劉育菁特

別選在市長上任前一週代表市長

與台南市藥師公會理監事顧問餐

敘，一方面感謝藥師公會在選戰

期間的幫助，另一方面也想了解

藥師團體所面臨的困境與對未來

市政的建言。

理事長吳振名表示，藥師是

協助市府推動各項健康照護政策

的最佳專業人員，尤其是社區藥

局藥師廣布在各社區，直接與民

眾接觸，將可協助政府推廣各項

健康政策讓人民有感，也會讓藥

師投入政府的公共衛生政策更加

積極。

舉長照與糖尿病共照網並沒

有將藥師納入為例，社區藥局藥

師就曾在慢性病處方箋的領藥病

人中發現，有些老年患者是獨居

或是兩老共居或是僅有外勞在照

護，結果藥物服用方式錯誤頻送

醫院急診。也有外勞因不知糖尿

病病患如何量測血糖監控病情或

不知糖尿病藥物如何使用而將藥

品丟掉，病患用藥出問題通報給

照管中心，照管中心請病患報案

送急診，形成長照的漏洞，若能

將社區藥局藥師導入就近協助照

護，就能減少這些健康照護風險

的發生。

現任藥師公會全聯會監事會

召集人也是前任台南市藥師公會

理事長的林景星向市長夫人建言，

市府營造社區關懷據點多年，之前

曾商請藥師公會派藥師進駐關懷

據點協助，實施第一年有近 60個

據點都有社區藥局藥師支援，之後

未知原因大幅縮減，最後竟不了了

之。現在的關懷據點幾乎很少將藥

師導入甚為可惜，因為在關懷據點

進出的多是用藥族群最高的長者，

無疑也是讓這些長者身陷另一個

健康風險中。

實際投身執行運作車仔寮社

區關懷據點的藥師公會顧問蔡榮

崇就舉該據點的運作為例，該據

點獲選為C級長照據點，以其藥師

的身分每週在據點的服務上，就

曾發現有社區老人收縮壓飆高到 2

百多、舒張壓飆高到1百多，研判

有中風的極高危險，緊急聯絡家

屬速送醫就診。因此，藥師人力

的導入關懷據點可以為長者的健

康雙層把關。

藥師公會顧問蘇煥亭也向市

長夫人提出，很多藥師會員反應

衛生主管機關在於執行公務查核

上應考慮情理法，是否為故意或

是輕微過失，而不是毫無情面的

依法開罰，這樣對於力挺政府健

康政策的藥師來說是不公平也是

殘酷的。

政府一直要藥師當志工、義

工，但卻都沒給鐘點費，一昧的要

求藥師要為健康政策服務、犧牲

奉獻，這樣的熱情無法持續長久，

也會讓藥師自比廉價勞工還不如，

希望政府與衛生主管機關要給予

藥師友善的執業環境，而不是將藥

師當成提款機與免錢的苦力來用。

市長夫人代表市長來傾聽藥

界的聲音，藥師公會也將藥師與

民眾實際需求的心聲反應給市長

夫人，希望在未來的四年能看到

雙方和諧合作營造對市民健康最

有利的環境，感受到台南市是一

個幸福的城市。

雙和醫院慶祝藥師節 邀民眾同樂
◎文╱藥師陳蕙琦

今年藥師節，雙和醫院藥劑

部精心籌劃了許多活動，希望能

讓民眾更了解藥師的工作內容並

藉此增加用藥知識。

活動開始，首先由副院長張

丞圭及藥劑部沈宛真主任致詞，兩

位長官皆強調，在如今醫藥分業的

制度下，藥師的角色日益重要：藥

師的工作並非只是調劑，更是會依

照每位病人的個別狀況來做最好

的用藥建議。緊接著播放藥師在院

內外的工作成果影片。在院內影片

中，藉由藥師實際工作側拍，讓民

眾了解每位病人的用藥，都是經過

層層把關下才交付的；而院外工作

影片則記錄下雙和藥師主動走進

社區、校園中做宣導的身影，今年

藥師也自製了可愛的「小小藥師大

富翁」，讓國小學童在遊戲中邊玩

邊學，達到寓教於樂的效果。

考量到參與的民眾可能多為

銀髮族群，為了更貼近他們的生

活，藥師準備了一齣小短劇，由藥

師們扮演在公園聽電台的奶奶，故

意讓她們做出錯誤的用藥行為（互

相推薦藥物、購買地下電台販賣的

藥品等），接著再讓藥師上台，以

有獎徵答的方式教導大家正確的

觀念。

最後是三關的闖關活動：「認

識藥袋」、「廢藥回收」及「藥盒

分裝」，讓大家可以了解到底藥袋

上有哪些重要的資訊、如何處理

剩餘的藥品以及如何正確地分裝

藥品到藥盒中。

除上述節目外，藥師們也準

備了可愛的帶動跳，在冷冷的天

氣，和現場民眾一起歡樂地唱唱

跳跳。希望藉由藥師節的歡慶活

動，能讓參與的朋友們，不但能

得到很多寶貴的用藥知識，同時

也玩得開心、帶回滿滿的收穫。

←台南市長夫
人 劉 育 菁
（右）代 表
市長與台南
市藥師公會
幹部餐敘。
理事長吳振
名（左）積
極 提 出 建
言。

←雲 林 縣 藥 師
公 會 理 事 長
許 新 交（左
七）率領公會
幹 部 共 同 出
席 拜 會 雲 林
縣 長 張 麗 善
（右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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幼兒服用咳嗽藥水險致命 不得不慎

評論「甘草止咳水」新聞事件
◎文╱苗栗縣記者顏群芳

近期有網友在臉書社團分享自身經驗，因

為孩子半夜不斷咳嗽，阿公阿嬤拿「甘草止咳

水」給小孩服用，導致小孩抽搐、狂冒汗，之

後還整個人癱軟失去意識，緊急送醫治療，原

來是「甘草止咳水」中所含的阿片酊（Opium  

Tincture）成份，所引起的相關副作用。

其實許多咳嗽藥水中含有的codeine成份，

也不適合兒童來使用，食品藥物管理署也曾在

2017年8月2日發出公告，內容關於含有codeine

成分藥品用於兒童之臨床效益與風險再評估結

果相關事宜，提及含codeine成分非處方藥品，

禁止使用於未滿 12歲兒童及哺乳婦女，而含

codeine成分處方藥品，用在未滿12歲兒童時，

除非無其他適當替代藥品且臨床效益大於風險

時，方可考慮使用，至於12至18歲具呼吸功能

不全之兒童，例如具有神經肌肉疾病、嚴重心

臟或呼吸系統疾病、上呼吸道或肺部感染及多

重創傷或大範圍外科手術等，應謹慎使用。

Codeine本身因為可以抑制延髓咳嗽中樞，

具有鎮咳作用，經投予至體內之後，主要經由

肝臟CYP2D6代謝成morphine，對於藥物代謝

快速者，血中morphine濃度自然也會比較高，

而可能產生昏昏欲睡、意識不清、呼吸困難、

呼吸出現雜音等morphine中毒之相關症狀，而

對於12歲以下之兒童，其codeine之代謝轉換方

式變化較大且難以預測，使得此族群具有較高

副作用發生之風險，所以才不建議12歲以下之

兒童使用codeine，除非利大於弊，且無相關取

代藥品可以使用。

筆者就曾遇過兒科醫師要開立codeine藥水

給 7歲小孩服用，經藥師審查把關，更改成含

Dextromethorphan成份的止咳藥水，所以秉持

著「用藥問藥師」的觀念，每位藥師都應該審

慎評估兒童使用含codeine成分藥品之臨床效益

及風險，並提醒病童如出現異常想睡、呼吸困

難、呼吸雜音等症狀，應停止用藥並立即尋求

醫療協助，才能確保每位民眾的用藥安全。

◎文╱嘉義縣記者紀珮珊

日前新聞報導，有位幼稚園小朋

友，因感冒，夜咳不止，阿嬤私自餵食

醫院、診所常開立的咳嗽藥水「甘草止

咳水」，導致小兒抽搐、嗜睡、嘔吐、

暈厥、心跳血壓異常，送入加護病房，

險致命。

甘草止咳水（ L i q u i d  B r o w n 

Mixture）是一種居家常見的複方咳嗽藥

水，許多民眾看見「甘草」這二字，皆

會認為這是很安全的普通咳嗽藥水，卻

忽略了這是屬於「醫師處方藥」，更輕

忽了需遵從醫囑服用量來服藥，加上未

詳讀仿單是否標示小兒是否可服用等警

語，往往隨便服藥，險些造成憾事。

甘草止咳水（ L i q u i d  B r o w n 

Mixture）藥品處方中，除了含甘草流浸

膏（Glycyrrhiza Fluid Extract）之外，還

添加了阿片酊（Opium Tincture），阿片

酊有類嗎啡作用，是一種強力中樞鎮咳

藥，作用在中樞神經和消化系統上，類

嗎啡雖具鎮痛、鎮靜、止瀉、解痙⋯等

作用，但也有呼吸抑制、心律不整、血

壓異常、流汗、噁心、嘔吐、嗜睡⋯等

副作用 ，尤其是新生兒、幼兒、高齡

長者、孕婦、授乳婦⋯等，更應遵醫

囑，謹慎用藥。長期大量服用恐有成

癮、依賴性，經連續大量服用停藥後，

亦可能產生噁心、嘔吐、失眠、頭痛⋯

等戒斷症狀。

中華藥典記載，阿片酊每 100ML

所含無水嗎啡應為0.9~1.0G，在「管制

藥品管理條例法」中明訂：每 100ML

含 0.5G以上鴉片類成分的醫師處方用

藥，屬於管制藥品。而此款咳嗽藥水，

阿片酊每 100ML中，無水嗎啡含量為

0.012G，劑量遠低於明訂之0.5G，屬於

一般醫師處方藥，雖劑量不高，但還是

需謹遵醫囑服藥，不可輕忽。 

財團法人林明芳教授臨床藥學發展基金會
108 年上半年 24 小時藥事人員繼續教育　Tel:23012447

名額有限及早報名，額滿為止! 品質（感管）2, 性別2, 專業20,合計24學分積點.
上課地點：仁愛醫院檢驗大樓六樓（台北市仁愛路四段10號）
費　　用：2500元（108年2月1日前報名9折優待2250元），含上下午點心、便當。
報名以郵政劃撥為憑。註明姓名、身分證及證書字號、連絡電話、地址、葷、素。 
劃撥帳號：19610381     戶名：「財團法人林明芳教授臨床藥學發展基金會」

  主　　題（08:30 – 17:10） 講　　師

3
月
10
日

1. 為什麼心臟病總是突然發作與實例分享 新光醫院 洪惠風 副主任醫師
2. 慢性腎病之防治及社區營造案例分享 基隆長庚 吳逸文 主任醫師
3. 全身性藥物在眼部造成之副作用 臺北榮總 柯玉潔 主治醫師
4. 高齡感染症診斷與處置 臺北榮總 陳亮宇 主治醫師

3
月
17
日

5. 兒童生長應注意的元素及治療案例分享 臺北慈濟 蔡立平 部主任醫師
6. 注意力失調與自閉症類群診治的新趨勢 臺安醫院 許正典 主任醫師
7. 發展遲緩兒童之早期療育及案例分享 (上 ) 台大兒童醫院 盧　璐 主治醫師
8.如何陪寶貝一起遊戲伴他成長及案例分享 台大兒童醫院 蕭小菁 職能治療師

3
月
24
日

9. 癌唷喂呀！安寧等於 ..? 抗癌案例分享 ! 三軍總醫院 吳聲政 主治醫師
10.兩性、性學、精神藥理學 三軍總醫院 曾念生 主任醫師
11.皮膚疾病治療的新進展 馬偕醫院 吳南霖 主治醫師
12.臨床處方用藥評估及案例分享 臨床藥學基金會 林明芳 主任

新北市藥師公會 公告
 「診所藥師學習網路平台最新趨勢」課程
辦理日期：3月24日（星期日）
主辦機關： 社團法人新北市藥師公會 -診所藥師委員會
上課地點：社團法人新北市藥師公會

　　　　　 （新北市三重區重新路五段646號8樓）                                                        
報名時間： 2月25日下午13:30起開放報名至3月14

日中午12:00止，或120名額滿即止報名。
費用：免費（包含午餐）

名額： 限本會會員120名學員（需繳清108年度會費）
報名方式： 線上報名（120名）於全聯會平台線上報名

（須先登入藥師個人帳號）

聯絡人： 黃專員02-2278-3277分機14

「實證搜尋與研究設計工作坊」課程
辦理日期： 3月31日 (日 )
主辦機關：社團法人新北市藥師公會 -醫院藥師委員會
上課地點： 社團法人新北市藥師公會
　　　　　（新北市三重區重新路五段646號8樓）                                             
報名時間：  3月4日下午13:30時開放報名至3月22日中

午12:00止，或120名額滿即止報名。
費用：免費（包含午餐）

名額：限本會會員 120名學員（需繳清108年度會費）
報名方式： 線上報名（120名）於全聯會平台線上報名（須

先登入藥師個人帳號）

聯絡人：周幹事（02-2278-3277分機16）。
注意事項： 1.為響應環保，本會不再提供紙杯，請學員自

行攜帶環保杯。2.本次課程將不提供紙本講義

高雄市藥師公會 公告
2019年藥事居家照護高屏業務組月例會
主辦單位： 高雄榮民總醫院、高雄市藥師公會、屏東縣

藥師公會

地　　點：高雄榮民總醫院第六會議室

學　　分： 師資培育22學分、藥事人員22積點。（台
灣長期照護專業協會－長期照顧服務人員

繼續教育22積分）
報名方式 ： 1 .一律採用網路線上報名

https://goo.gl/oRAHfc或使
用二維條碼連結　2.報名人
數：限80名　3.相關訊息可
電洽 07-55301555*13莊小
姐　4.費用：1,000元
課前： 郵寄個案討論檔、討論疾病主題相關

資料、課業（案例、參考考題）

課後： 郵寄會議所有檔案，包括簽名紀錄
檔，提供學員留存。

◎ 請注意需完成刷卡簽到、簽名、參加考試、刷卡簽
退四項，才算出席。

高雄市第一藥師公會 公告
108年度藥事人員繼續教育課程
主辦單位：高雄市第一藥師公會、高雄長庚醫院、義大醫院

費　　用：  1.本會會員限選擇一期 (20點 )參加，優待免費，
但需先預繳保證金，每期新台幣1,500元 (每日500
元 )，全程未缺課者最後一日持＜退領單＞領回保證
金。    2.會員報名參加兩期者（40點），須繳交一期費
用1,500元＋保證金1,500元共計3,000元，未缺課
者最後一期退還保證金1,500元。 3.非會員參加第1、
2期（20點）選擇一期費用1,500元，兩期3,000元。

報名手續： 1.自即日起至2月15日止，請填妥報名表及應繳費
用，以 郵局「現金袋」逕寄本會收（郵戳為憑並請勿以劃撥繳交保證金）或前來公會報名均可，名額
有限，請儘速報名繳費，額滿截止或逾期恕不受理。不接受電話報名。2.參加免費藥事人員繼續教育
者，必須繳清本會108年度常年會費計4,200元，才能享有免費之優待。完成報名者，本會將於開課
前另函通知。

期　別 第1期 第2期

上課日期
3月10日(日)
3月16日(六)下午
3月17日(日)

4月14日(日)
4月20日(六)下午
4月21日(日) 

名　　稱
108年度3月份
20點繼續教育

108年度4月份
20點繼續教育

上課地點
高雄長庚醫院醫學
大樓6樓大禮堂

高雄長庚醫院醫學
大樓6樓大禮堂

費　　用
會員免費
非會員收費1,500元

會員免費
非會員收費1,500元

招生人數 450人 450人

每梯次招生【依報名先後次序】排定期別，不得異議。
＜請務必來電（07-776-9876），確認參加之期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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登高望遠 彰化藥師公會慶佳節
◎文╱彰化縣記者胡妙貞

過完元旦假期，緊接

而來的是專屬我們藥師自己

的日子「藥師節」。彰化縣

藥師公會為了鼓舞大家的士

氣，並提醒藥師要走進人

群，特別在藥師節前的假日

舉辦親子眷屬登山健行活

動。路程的設計為了因應不

同年齡層的會員，選定在員

林百果山藤山步道誓師，在

山頂的鳳天宮舉行早餐會及

摸彩活動。

百果山藤山步道是員林地區非常著名的晨

運場所，山路不陡，沿途風景宜人，又有許多

台灣俚語告示和自然生態教學，桐花季節到來

更是滿山遍野的白色五月雪，平日都有愛好運

動的踏青者攜家帶眷前來。果然通知一出，即

有三百多人報名參加。

星期日早上，天還未大亮，工作人員已齊

聚山下停車場，隨即兵分三路，第一路由理事

洪大彬領軍，沿著登山路線，懸掛宣導用藥安

全的標語做登山路線的指引，既可宣導藥師的

角色又能指引登山路線，真是一舉兩得；顧問

邱天青和其他理監事則在停車場忙著布置報到

會場，不一會兒，現場藥師公會的旗幟飄揚。

早到的會員已開始報到，領取紀念品（運動衣

和礦泉水），大家當場套上顯現團結的氣氛，

隨著陽光升起，只見滿山穿著橘色運動衣的登

山者，場面頗為壯觀。這時另一組人員已悄悄

地趕往終點站鳳天宮布置誓師會場了。

公會準備的早餐非常豐盛，有炒麵、炒米

粉和貢丸湯，讓大家非常滿意。腳程快的會員

已陸續抵達鳳天宮，大家一邊吃著早點，一邊

和同學朋友敘舊，望著對山還在持續努力攻頂

的藥師，和樂融融。理事長蕭輔元看到達人數

已過半，因摸彩券依辦法可隨時投入摸彩箱，

且準備的獎品相當多，便宣布開始摸彩。常務

理事李麗兒和理事范訓誠以其豐富的主持經驗

高唱著得獎者的號碼，一時歡呼聲此起彼落，

理事長也到廟內拜拜，祈求公會會務昌隆，還

添了香油錢感謝廟方提供這麼好的場地讓我們

能順利舉辨活動。

看到大家滿心歡喜的提著戰利品，全家快

樂的緩步下山，未盡興的還在山上的卡拉OK

再高唱一曲。理事長不忘提醒大家，四月份的

會員大會是我們另一次聚會的大日子，期待會

員能更踴躍的參與。

↑彰化縣藥師公會慶祝藥師節，特別舉辦親子眷屬登山健行活
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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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習藥之道》

◎ 文╱王怡晴
病人問： Clexane®注射劑的仿單提到，當皮下注射給藥，注射

部位為腹壁的左、右前外側及後外側，皮下注射部

位只限腹壁嗎？

藥師答： Clexane®（enoxaparin）屬低分子量肝素的一種，注射

部位不同會影響藥品血中濃度，研究指出施打在肥

胖患者的左右腹壁、手臂或大腿等不同部位，以大

腿部位的生體可用率最差。綜合仿單及研究結果，

建議臨床上Clexane®應優先選擇腹壁部位施打，若

病人因個人因素無法施打於腹壁，此時可選擇手臂

或大腿等部位，但肥胖者應避免施打於大腿。

藥師該知道的事

低分子量肝素（Low Molecular Weight Heparin, LMWH）是

heparin經由化學或酵素去聚合作用而產生的寡糖片段，具有

抗血栓及抗凝血活性，與heparin相比，更為專一地抑制抗凝

血因子Xa，而 anti- factor IIa的活性較弱，臨床上主要用於預

防或治療血栓性栓塞症，或是治療不穩定狹心症或急性心肌

梗塞等。目前台灣 FDA核准上市的LMWH包含dalteparin、

enoxaparin、nadroparin及 tinzaparin。常見副作用包括出血、

蕁麻疹、搔癢、注射部分血腫或疼痛、血小板減少或血小板

增多症等。LMWH不可以肌肉注射給藥，建議皮下或靜脈注

射，而 tinzaparin只建議皮下注射。當皮下注射時建議將皮膚

以拇指及食指捏起，整支針頭的長度垂直插入皮膚內，不要

斜著插入，注射完後可輕壓施打部位，但避免搓揉。LMWH

注射部位多以腹壁（避開肚臍約 5公分）、上臂及大腿為主，

並應錯開傷疤或瘀傷部位，但Clexane®（enoxaparin）的仿單

則特別指出皮下注射部位應交替選擇腹壁的左、右前外側及

後外側。由於腹部皮膚通常是較厚的皮下組織，與手臂或大

腿相比，不僅減少注射到肌肉的風險，腹部也提供了較大範

圍的注射點。此外，enoxaparin的血中濃度也可能依注射部位

而有所不同，依據Hacquard等人於2007年的研究指出，分別

在肥胖患者的左右腹側、手臂和大腿皮下給藥，結果顯示注

射部位不同會影響enoxaparin的生體可用率（bioavailability），

其中大腿的 anti-Xa活性明顯降低，但無論哪個注射部位，肥

胖患者之 anti-Xa活性均略低於一般群體的數值。綜合前述，

臨床上enoxaparin皮下注射給藥時，最佳施打部位為交替選擇

腹壁的左、右前外側及後外側部位。若病人因自身原因無法

施打於腹壁，可再考慮施打於手臂或大腿，但肥胖患者應儘

量避免施打於大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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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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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lexane 皮下注射部位選擇考量

◎ 文╱涂慶業
中醫理論在氣與血的關係中提到：「心主血，肝藏

血，脾統血」，一切血證都與這三臟有關，而當歸主心、

肝、脾三經，是治療血分病證的常用藥，為血病之要

藥，在臨床治療上常用當歸配合補氣藥以增強行血散瘀

及攝血補血的作用。清代吳儀洛的《本草從新》稱當歸能

使「血滯得通，血虛能補，血枯能潤，血亂能撫」，同

時期的張山雷也說：「當歸為血家氣藥，以辛升運行為

用，以溫和燠煦為功，氣血虛寒者得之，則血隨氣行而

歸其所歸，此當歸命名之取義也」；《本草正》則稱當歸

「誠血中之氣藥，亦血中之聖藥也」；因此，出自《局方》

的四物湯，主治沖任虛損，婦女月經不調諸證，以當歸

與熟地、白芍、川芎配伍，是一首「血虛能補，血瘀能

行，血溢能止」的調血劑，後世在此方基礎上化裁而成

許多常用方劑，如聖愈湯、桃紅四物湯等，因而有「十

方九歸」之說法，現代藥理研究證明當歸確實具有多種

功效。 1

最早對當歸主要功用的敘述為《神農本草經》記載：

「主咳逆上氣，溫瘧，寒熱，洗在皮膚中，婦人漏下，

絕子，諸惡瘡瘍金瘡。煮飲之。」此外，《日華子本草》

記載：「治一切風，一切血，補一切勞，破惡血，養新

血」；《湯液本草》記載：「當歸⋯頭能破血，身能養血，

尾能行血，用者不分，不如不使。」《藥性賦》記載：「當

歸，頭止血而上行；身養血而中守；梢破血而下流；全活

血而不走。」歷代中醫藥籍皆指出當歸具有補血與活血的

雙重作用，而有「血中聖藥」之稱，且頭、身、尾不同

藥用部位有不同的功用，如百合固金湯以當歸身配伍白

芍，養血和血，以滋養肺腎之陰血；當歸拈痛湯以當歸身

配伍人參，有益氣養血之效；補陽還五湯取當歸尾與川

芍、桃仁、紅花同用，以活血祛瘀；仙方活命飲用當歸尾

配伍赤芍、乳香、沒藥，以活血通絡，消腫止痛。4、5

當歸是傘形科植物當歸 (angelica sinensis  (Oliv.)Diels)

的乾燥根。味甘、辛，性溫，具有補血活血，調經鎮

痛，潤腸通便等功效；生長於海拔1800~2500m高寒陰濕

地區，中國甘肅、雲南是其主要的產區，不同生長期當

歸成分的含量不同，在第2年10~11月份時採收，其生物

產量最大；據研究指出甘肅省岷縣所產的當歸在醇溶出物

的含量測定及揮發油的測定等都優於其他產地，故以產

自甘肅岷縣的當歸品質最好，藥理活性最佳。2、3、4

（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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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作者為中國醫藥大學附設醫院藥劑部中藥科藥師）

多成分多功效的當歸(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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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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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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dalafil Sandoz® Tablets 20mg
Tadalafil 他力昂®

原裝進口 治療勃起功能障礙 他力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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