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藥師週刊

退 件 請 退 回

板橋國慶郵局

【本刊訊】5月 17日為世界高

血壓日，國民健康署於 5月 22日

舉辦「『您血壓量了沒？』定期

量血壓 全家健康有保障！」記者

會，說明透過「全國社區血壓測

量網絡地圖」約 3,200餘家，民眾

可就近在社區藥局或血壓站量血

壓，社區藥師可提供血壓諮詢服

務，協助民眾做血壓管理。

記者會中並舉辦「2019全國

健康日」起跑儀式，由國健署副

署長賈淑麗將手中的樹苗種入儀

式台，藥師公會全聯會理事長古

博仁、全聯會社區藥局主委許有

杉等與會貴賓，一起用灑水壺澆

灌，象徵為高血壓防治教育及國

民健康向下扎根，為青少年灌溉

健康觀念的種子，使其成長、茁

壯。

世界高血壓聯盟自 2013年至

2019年連續七年將 5月 17日世界

高血壓日的主題訂為「Know Your 

Numbers」（了解你的血壓），呼籲

各國政府重視測量血壓的重要性。

國健署於106年起與藥師公會

全國聯合會、台灣高血壓學會合

作辦理「血壓量測月」活動，今

年「血壓測量月」除了鼓勵民眾

可以參照去 (107)年建置的全國社

區血壓測量網絡地圖 (https://reurl.

cc /nxr22)，查詢住家附近張貼

「血壓諮詢藥局」標籤的社區藥局

量血壓外，今年還特別增加了居

家血壓量測方式，民眾可依照血

壓量測注意需知於家中量測血壓

後，經由QR code連結方式上傳血

壓值，共同參與高血壓防治行動。

賈淑麗指出，這幾年透過社

區藥局，提供民眾戒菸服務、血

壓的諮詢等，感謝藥局協助政府

政策的推動。此次透過 2 0 1 9全

國健康日的宣導，提醒國人重視

量血壓的重要性。世界高血壓聯

盟為何連續七年倡議高血壓的議

題？原因是有太多人不清楚自己

的血壓是多少，根據統計台灣

有 34％的人一年內沒有量血壓；

18~29歲超過三成沒量血壓，因此

國健署特別舉辦「2019全國健康

日 一日乖孫」活動，呼籲18歲以

上民眾每年至少量血壓1次，從年

輕培養關心自己及家人的健康，

管理好自己及家中長輩們的血壓

及腰圍，成為家中的健康糾察

隊，全家一起遠離慢性病的威脅。

古博仁表示，台灣高血壓盛

行率 25%，有超過四百萬的人患

有高血壓，更令人擔憂的是大部

分的高血壓是沒有症狀的，容易

讓人忽視，這是很可怕的。感謝

國健署給社區藥局發揮專業的機

會，藥師可提供專業諮詢，讓全

國民眾養成定期量血壓的習慣，

及早預防高血壓，減少健保資源

的損失。社區藥局樂意提供高血

壓防治的服務，期待活動可以永

續下去，藉由藥師與民眾的努

力，讓更多人遠離高血壓的威脅。

【本刊訊】為配合「食品與相

關產品查驗登記及許可證管理辦

法」之修正，名稱修正為「食品

與相關產品查驗登記及許可文件

管理辦法」，該辦法第 18條第 1

項重新分類特定疾病配方食品，

衛生福利部於 5月 15日預告訂定

「特定疾病配方食品應加標示事

項」草案及廢止「特殊營養食品

之特定疾病配方食品應加標示事

項」原公告草案。將進行為期 60

天之預告評論期。

特定疾病配方食品指因病

人生理功能失調，致無法進食、

消化、吸收或代謝一般食品或食

品中特定營養成分，或醫學上認

定有其他特殊營養需求，且不易

透過日常飲食調整所獲取，而依

其適用對象特別加工或配製之食

品。衛福部提醒，業者應注意規

定實施日期，把握緩衝時間及早

因應準備。對於法規生效日後才

取得特定疾病配方食品許可證

者，應依規定標示，並無緩衝

期；而108年6月30日前已取得特

定疾病配方食品許可證者，緩衝

期為期一年半，其產品 110年 1月

1日起製造者，應依規定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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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者會中並舉辦「2019 全國健康日」起跑儀式，為高血壓防治教
育及國民健康向下扎根。

↑國民健康署於5 月22 日舉辦「『您血壓量了沒？』定期量血壓 全家健
康有保障！」記者會。

全聯會邀藥局響應五月血壓量測
國健署舉辦2019全國健康日起跑儀式

衛福部針對「特定疾病配方食品應加標示事項」草案預告

血壓3C管理
Check規律測量

18歲以上每年至少量1次，有家族史更

應定期測量。

Change改變習慣

飲食掌握三少二多原則（少鹽調味品、

低油脂、少加工食品、多蔬果、多高

纖）；戒菸酒、控制體重、規律運動，建

立良好生活習慣。

Control控制血壓

最好居家測量血壓，採每周七天平均

值，遵循醫師建議以達高血壓治療目

標。

（資料來源：國健署）

↑全國社區血壓
測量網路地圖
QR Code

↑居家血壓量測 
QR Code

藥師週刊電子報  僅供線上閱覽本刊圖文未經同意不得轉載

藥師週刊電子報  僅供線上閱覽．版權所有．本刊圖文未經同意不得轉載．禁止以各種形式複製列印

本刊圖文未經同意不得轉載

禁止以各種形式複製列印

藥師週刊電子報

僅供線上閱覽

版權所有

本刊圖文未經同意
不得轉載

 　版權所有 　版權所有 

本刊圖文未經同意不得轉載



2016 Pharmacist Weekly 2019.05.27~06.02  第2116 期 第2版 交  流

6月健保給付再擴大 Epclusa加入C肝治療組合

與惡的距離 簡介思覺失調症藥物
◎文╱苗栗縣記者顏群芳

前一陣子最夯的戲劇，莫過

於公視所製播的「我們與惡的距

離」，劇中主要是探討無差別殺

人事件之後，所引發出來相關媒

體、法律的議題，劇中有位角色

是飾演思覺失調症患者，在劇情

當中也呈現出其產生的妄想、幻

聽等相關症狀，及服藥之後產生

肢體僵硬的不良反應，以下就針

對思覺失調症做個簡單介紹。

思覺失調症的典型症狀可區

分兩大類，包括正性症狀（如幻

覺、妄想、多疑、思考障礙、行為

混亂）和負性症狀（如面無表情、

缺乏言談、情緒表達能力降低）等

等的精神異常狀況，其它症狀像是

會出現認知功能障礙，做事情會變

得無法專心、記憶力降低、失去解

決問題能力，也會伴隨著一些情緒

狀況，像是合併有憂鬱、焦慮等情

緒，或者個性變得較為衝動。

而藥物治療方面，可分成第

一代典型藥物和第二代非典型藥

物，（其個別分類可參考表格），第

一代典型藥物，也稱之為傳統型

藥物，作用機轉主要是抑制多巴

胺D2的受體，會有錐體外症候群

（Extrapyramidal symptoms，EPS）

的不良反應，也會產生僵硬、靜坐

不能等動作方面的副作用、提高泌

乳激素，而第二代非典型藥物除了

作用在D2受體之外，也會抑制血

清素5-HT2A 受體的表現，跟第一

代典型藥物相比，比較不會產生

EPS的反應，但會出現高血糖、高

血脂與體重增加的不良反應。

而除了口服藥物之外，目

前也有許多長效針劑可供患者使

用，不論是2個禮拜施打一次，或

是 1個月、3個月的頻次劑量，都

可提高患者使用藥物的順從性，

避免他們不吃藥或忘記服藥的問

題，而常見抗精神病長效針劑類

別，可參考之前藥師週刊第 2110

期第6版當中，由台北榮總藥師所

撰寫的臨床藥學大觀園之介紹。

思覺失調症跟高血壓、糖尿

病一樣，都是屬於慢性病，所以

務必要按照醫囑來使用藥品，保

障患者用藥安全。

◎文╱高雄記者毛志民

5月 1 6日衛福部中央健保署公

告修訂 C型肝炎全口服新藥健保給

付執行計畫、及「宜譜莎膜衣錠」

(Epclusa，sofosbuvir/velpatasvir)給付

規定，讓治療更全面。(見右表 )

健保署長李伯璋受訪時表示，6

月起C肝抗體陽性免等 6個月，並新

增12至18歲青少年健保給付C肝口服

藥治口服藥物治療，及新增給付泛基

因型、泛纖維化以及不含蛋白酶抑制

劑之新型C肝口服藥（即Epclusa）；衛

福部規劃的C肝用藥專款原為 65億，

目標治癒 4萬名患者。截至目前已經

有 3萬人接受C肝口服藥物的治療，

估計未來約莫還有 3萬人有此需求，

該署跟衛福部將會繼續爭取預算。

「宜譜莎膜衣錠」兼具泛基因型：

6種基因型皆可治療；肝纖維化患者可

使用；無蛋白酶抑制劑，低肝臟損傷風

險；一天一錠；可空腹食用，不限服藥

時機；完整3個月療程及全世界真實案

例多等特色。

6月起健保用藥規定如下：

1. 限用於參加「全民健康保險加強慢

性Ｂ型及 C 型肝炎治療計畫」之成

人慢性病毒性 C 型肝炎患者。 

2. 限使用於 HCV RNA 為陽性之病毒

基因型第 1 型、第 2型、第 3 型、

第 4 型、第 5 型或第 6 型成人病患。 

3. 給付療程如下，醫師每次開藥以 4 

週為限。 

(1) 未併有或併有代償性肝硬化

(Child-Pugh score A)者，給付 12 

週。 

(2) 併有失代償性肝硬化 (Child-Pugh 

score B 或 C)者，需合併 ribavirin 

治療，給付 12 週。 

4. 限未曾申請給付其他同類全口服

直接抗病毒藥物 (direct-acting anti-

v i r a l ,  DA A s )，且不得併用其他 

DAAs。

肝病防治學術基金會執行長楊培

銘表示，企盼愈來愈多的新藥能讓不

幸治療失敗的病友重燃希望，而一步

步放寬的給付條件，對於台灣在 2025

年根除C肝的目標相信指日可待。

C型肝炎治療組合
醫令代碼 治　療　組　合 支付價格

HCVDAA0001 Daklinza + Sunvepra治療基因型1b型24週療程 1,488元

HCVDAA0002
Viekirax + Exviera治療基因型1b型，無肝硬化或
具代償性肝硬化12週療程

2,976元

HCVDAA0003
Viekirax + Exviera + ribavirin治療基因型1a型，
無肝硬化12週療程

2,976元

HCVDAA0004
Viekirax + Exviera + ribavirin治療基因型1a型，
代償性肝硬化24週療程

1,488元

HCVDAA0005
Zepatier +/- ribavirin治療基因型1a型，無抗藥性
病毒株，12週療程

2,976元

HCVDAA0006
Zepatier + ribavirin治療基因型1a型，有抗藥性
病毒株，16週療程

2,232元

HCVDAA0007
Zepatier +/- ribavirin治療基因型1b型，12週療
程

2,976元

HCVDAA0008 Zepatier治療基因型第4型，12週療程 2,976元

HCVDAA0009
Zepatier + ribavirin治療基因型第4型，16週療
程

2,232元

HCVDAA0010
Harvoni +/- ribavirin治療基因型第1、4、5或6
型，12週療程

2,976元

HCVDAA0011 Sovaldi + ribavirin治療基因型第2型，12週療程 2,976元

HCVDAA0012
Maviret治療基因型第1、2、3、4、5或6型，8
週療程

3,570元

HCVDAA0013
Maviret治療基因型第1、2、3、4、5或6型，
12週療程

2,380元

HCVDAA0014 Maviret治療基因型第1或3型，16週療程 1,785元

HCVDAA0015
Epclusa治療基因型第1、2、3、4、5或6型，
12週療程

2,380元

HCVDAA0016
Epclusa + ribavirin治療基因型第1、2、3、4、5
或6型，12週療程

2,380元

執業執照快到期 有MAIL通知！
◎文╱藥師范綱智、許博程

依據藥師法第7條：藥師應向

執業所在地直轄市、縣（市）主管

機關申請執業登記，領有執業執

照，始得執業。藥師執業，應接受

繼續教育，並每六年提出完成繼續

教育證明文件，辦理執業執照更

新。另依據同法第 22條，若忘記

辦理執業執照更新，可處新臺幣

二千元以上一萬元以下罰鍰。

其實，醫事人員繼續教育積

分管理系統及執業執照正面上，

均有載明「執業應更新日期」，然

而衛福部醫事系統入口網也提供

醫事人員執業執照到期前以電子

郵件通知。操作方式（圖解步驟

https://reurl.cc/EaVXK）為：

1. 從衛福部醫事系統入口網https://

ma.mohw.gov.tw/maportal/登入。

2. 進入積分管理系統。

3. 進入使用者管理>個人資料維護

頁面編輯。

4. 填妥E-mail，並勾選同意接收系

統通知項目及接收執照到期通知

（如有使用hotmail、yahoo信箱

建議更換其他電子信箱）。

5. 若E-mail address有變更，可隨

時登入醫事系

統入口網之個

人資訊欄位進

行更新。

E-mai l通知

頻率分別為到期

前 6個月、3個月、

1個月、10天、7天、3天及1天等

共7次，提醒藥師注意換照時間。

第一代(典型) 第二代(非典型)

Chlopromazine
Flupentixol
Fluphenazine
Haloperidol
Sulpiride

Amisulpride
Aripiprazole
Clozapine
Lurasidone
Olanzapine
Paliperidone
Quetiapine
Risperidone
Ziprasidone

↑圖解步驟
QR Co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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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先啟後 宜蘭公會新任理事長就職
◎文╱宜蘭縣記者蔡美琦

宜蘭縣藥師公會於3月10日舉

行第24屆理監事改選，而後3月20

日召開第一次理監事會，並選出新

任理事長楊永安，同時順利完成理

事長印信交接。楊永安從第 23屆

理事長林建宏的手中接棒後，為了

業務銜接順暢，除了持續提升各醫

療院所的藥師服務品質外，更在社

區藥局方面多方位配合參與全聯

會的各項計畫案，同時也跟地方政

府機關密切合作。

當業務順利運作後，公會訂

於5月19日，於藏之田餐廳舉行宜

蘭縣藥師公會卸、就任理監事暨

第 24屆理事長公開就職儀式。新

任理事長楊永安除了曾擔任多屆

理事、常務理事外，更接任社區

藥局召集人，對於公會業務的參

與非常深入。

當日與會的地方政要有縣長

林姿妙、立委陳歐珀、羅東鎮長

吳秋齡、宜蘭市長江聰淵、縣議

員呂惠卿及黃定和⋯等，友會貴

賓除全聯會常務理事章修績、大

仁校友會總會長林文泉、大仁校

友會台北分會會長范錦章之外，

尚有東部四縣市各公會理事長或

常務，如常務理事簡勝淦、陳昭

宏、黃啟銘⋯等，宜蘭縣西藥商

公會理事長陳茂永、藥劑生公會

理事長陳正忠、中藥商公會理事

長李明郎也都出席盛會。

新當選的第 24屆服務團隊由

宜蘭縣縣長林姿妙親自頒發當選

證書。當新任理事長楊永安從縣

長手中接下當選證書時，致詞說

到雖然擔任公會職務多年，對於

公會事務已有一定的熟悉度，然

而一旦接下理事長的頭銜，肩上

的擔子更重，並誓言要維護原有

的服務品質外，更要以提升宜蘭

縣藥師在其他醫療團體中的形象

及地位，做為此屆的努力目標。

↑宜蘭縣藥師公會理監事改選，
宜蘭縣縣長林姿妙（左）親自頒
發當選證書給新任理事長楊永
安（右）。

宜蘭縣藥師公會第24屆理監事名單
理 事 長  楊永安

常務理事  林子舜、林文奎

理　　事  林育菁、葉雅雯、黃美宜

　　　　  蔡佩君、潘為任、王國正

常務監事  高瑞陽

監　　事  池佩玟、匡載麒

口腔止痛成分benzocaine 二歲以下嬰幼兒禁用

藥師做中藥 趕快報名中藥材辨識研習會

◎文╱台中記者黃湘茗

衛生福利部食品藥物管理署公告：自今年

5月20日起，含「benzocaine成分的藥品」禁止

使用於二歲以下嬰幼兒。

常用於鎮靜止痛藥、屬局部麻醉劑的

benzocaine（苯若卡因），它透過抑制神經細胞

膜的去極化，進而抑制神經衝動的開始與傳

導。臨床上應用廣泛，如齒痛、齲牙鎮痛、口

內炎、咽喉炎、牙齒拔除術後細菌性繼發感染

症之預防等。有外用液劑、口含錠、口內膏、

牙科用凝膠⋯等劑型。

美國 F DA於 1 0 7年 5月 2 3日發布，含

benzocaine成分藥品可能引起罕見但嚴重的變

性血紅素血症（methemoglobinemia），只要含

有此成分的藥品不應用於未滿二歲的嬰幼兒。

食藥署經提藥品安全評估諮議小組討論，決議

修定該成分藥品用於兒童的使用原則，自 108

年5月20日起公告該成分藥品禁止使用於二歲

以下嬰幼兒。

食藥署也提醒醫療人員，包括醫師與藥

師在交付該成分藥品時，應告知病患或其照顧

者，該成分藥品禁止使用於二歲以下嬰幼兒，

並注意儲存此類藥品時，應放置於兒童無法觸

及處，以免誤服。並應提醒病人或其照顧者，

用藥期間如出現下列徵兆及症狀，如：皮膚、

嘴唇及指甲床顏色呈現蒼白、灰色或藍色、呼

吸急促、虛弱、意識混亂、頭痛、頭暈、心跳

加速等，應立即就醫。同時也提醒醫療人員或

病患，當有疑似因為使用或服用藥品導致不良

反應發生時，請立即通報衛生福利部所建置之

全國藥物不良反應通報中心。

通報專線：02-2396-0100

網站：https://adr.fda.gov.tw

◎文╱台南記者黃大晉

由衛生福利部委託中國醫藥大學承辦的

「中藥販賣業人員中藥材辨識研習會」、「中

藥製造業人員中藥材辨識研習會」，今年將分

北、中、南各舉辦一場。本活動免費參加，並

提供上課講義及午餐便當，也可申請藥師持續

教育學分 (申請中 )及公務人員終身學習時數，

亦提供參加學員所屬單位每一單位易混淆中藥

材正偽品標本一份，每場次限額90人，即日起

開始報名，額滿為止。

對於有意從事中藥販賣的藥師來說，這

是一場相當有意義的研習活動，不僅可以了解

中藥藥政管理、中藥品質管制、中藥材保存方

式、中藥配伍禁忌、毒劇中藥材，更可近身接

觸中藥材進行實物辨識。這項研習活動已舉辦

多年，很多參加過的藥師都讚不絕口，不僅認

為這是學習中藥的最佳入門課程，也有實力超

強的講師來做指導。

負責這項研習會的中藥產業中藥材辨識能

力培訓計畫主持人張永勳教授表示，本研討會

以中藥從業人員為主要對象，包括中藥商，當

然也包括藥師。分中藥製造業、中藥販賣業及

藥局藥師。藥廠品管人員及中藥較有基礎者可

報名製造業場次，醫院藥局或開業藥師可報名

販賣業場次。兩種課程在藥材辨識上都一樣，

中藥製造業多中藥炮製實作單元。販賣業多藥

材儲存、經營管理等單元。

各場次舉辦時間地點如下：

一、 中藥販賣業人員（中藥商、藥局藥師、政

府機關單位）中藥材辨識研習會

　　台北場：6/24、6/25臺北醫學大學

　　台中場： 7/4、7/5中國醫藥大學互助大樓6

樓中藥炮製教室

　　高雄場： 7/17、7/18高雄市政府衛生局8樓

大禮堂

二、 中藥製造業人員（中藥廠、生技廠、資深

中藥從業人員）中藥材辨識研習會

台北場： 6/22、6/23臺北醫學大學

台中場： 7/2、7/3中國醫藥大學互助大樓6

樓中藥炮製教室

台南場： 7/19、7/20嘉南藥理大學李金星

實驗大樓N101教室

研習會資訊：http://yschang.cmu.edu.tw/ 

（可下載報名表），承辦單位表示報名後需再打

電話 04-22030380做確認，未電話確認恕不接

受報名。

高雄市藥師公會 公告
《高雄市藥師公會108年會員免費法律諮詢》
1. 主辦委員會：法規調解委員會
2. 諮詢日期：第一梯6月27日（星期四） 
3. 諮詢時間： 上午10:20~12:00，共分四時段，時間每

人以25分鐘為限，每時段受理人數為1人
4. 諮詢地點： 本會會議室
　　　　　　 （高雄市鼓山區明華路251號4樓）
5. 資　　格： 限本會會員，免費，共4位名額。即日起

開放預約，依預約優先順序額滿為止

7. 預約方式：請致電5530155#19張小姐預約時段
　　　　　　□ 10:20~10:45
　　　　　　□ 10:45~11:10
　　　　　　□ 11:10~11:35
　　　　　　□ 11:35~1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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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照復能操作指引簡介(下)
◎文╱藥師許博程

復能團隊成員與職責（續）

(3) A個管：依照管中心核定之額度與問題清

單擬定照顧計畫，與個案 /家屬共同議定

服務給付內容，訂定復能目標。監督及

追蹤B單位執行復能狀況，並進行品質監

測。協調、整合各項服務及執行所需之資

源，協助專業服務和照顧服務之水平連結。

(4) B單位：訂定復能訓練目標、計畫與執行。

透過聘顧或跨單位合作，執行多專業、整

合之復能訓練。必要時，依個案現況適時

聯繫與回報A單位建議調整照管計畫。

2. 復能專業團隊：於長照專業服務手冊列舉之

人員，依據個別醫事及長照法規內之業務規

範進行相關訓練。提供C碼服務。

3. 復能照顧團隊：經復能專業團隊訓練之個案

本身、照服員、家屬。依據復能訓練計畫，

在協助個案身體照顧、日常生活照顧及家務

過程中，給予個案機會每日生活練習，使其

得以執行日常生活活動功能或維持獨立自主

生活能力。照服員提供B碼服務。

個案獲得復能服務的管道

1. 住院個案：個案住院期間由醫院出備個管師

判定長照需求、評估失能等級、參考醫師意

見，必要時協助召開跨團隊個案討論會，並

與個案與家屬討論，擬定照顧計畫，確認復

能服務目標，由醫院照會服務或在地照管中

心進行復能派案。

2. 社區個案：

(1) 向照管中心申請復能。經照管中心評估

後，產出長照需要等級、給付支付額度及

問題清單，計畫簽審後由照專轉介個案給

A單位。

(2) 照專或A個管擬定的照顧計畫中應包括個

管層次的復能需求方向與復能目標，而後

照會B單位提供服務，再由A單位對服務

後續追蹤、連結多項資源並確認所有復能

專業單位有一致的個案復能目標。

(3) 復能督導或第一位進入案家之復能專業人

員先向家屬介紹訓練內容、如何執行復能

訓練、第一次由何種專業人員執行訓練，

並即時提供簡單的復能指導。

(4) 專業人員若發現個案還需其他專業介入應

予以回報，再由復能督導告知家屬及個案

會由其他不同專業人員執行適當訓練。

(5) 若有復能訓練調整需求（如增減訓練次數

或搭配之服務單位等），需與照專或A個

管討論後修正照護計畫。

(6) 若個案達結案標準則結案。若於服務結束

後仍有其他復能問題，由B單位專業人員

通報照專或A個管，再重新依流程提供服

務。

小結

本文簡介長照復能操作指引的內容，說明

復能的定義、目的、核心觀念、復能服務的整

個流程以及如何擬定復能訓練目標與計畫。綜

上所述，有幾點觀念需要與藥師們釐清：

1. 長照並非另一個健保。

2. 長照是國家政策，並非藥事照護計畫。

3. 長照復能的思維與藥物治療、藥事照護是截

然不同的。

4. 長照強調連續性的照護，從健康、亞健康族

群的預防失能、到失能者的復能、到臨終安

寧緩和。復能只是長照中的一塊，並非全部。

5. 復能並非復健。

6. 依「長照服務法」第9條：長照服務依其提供

方式，區分如居家式、社區式、機構住宿式、

家庭照顧者支持服務等。亦即，機構只是長

照服務的一部份，長照並非等同於住在機構。

7. 衛福部社家署的「高齡社會白皮書」已揭示

在地老化（aging in place）為國家高齡政策

發展目標，現行的「長期照顧給付及支付基

準」亦不適用於住宿式機構之服務使用者。

因此，配合國家政策投入社區與居家服務應

是較為省力的作法。

8. 藥師並非是長照復能的主要角色（除了第 14

項用藥問題外）。綜觀指引附錄二「問題清

單之復能需求分析與派案對照表」，藥師在

復能的主要任務為：

(1) 排除個案造成失能的用藥問題。

(2) 訓練個案正確、常規使用藥物的能力。

9. 長照復能個案不會憑空出現，別人跟你非親

非故不會主動派案給你，需自行開發、與A

單位或與醫院出備密切合作，才有源頭活水。

10. 長照強調跨專業的團隊照護，並非某一專

業單打獨鬥把所有的事做完。「長照專業服

務手冊」規定：CB03（困擾行為照護）與

CB04（臥床或長期活動受限照護）必須組

成專業團隊才能執行。其實，其他項目的

專業服務也都應與其他專業人員及照服員

密切合作組成團隊，才有能力承接長照業

務，才可長可久。

台灣社會越來越老，長照當然是藥師的機

會，然而如何細水長流，還需大家一同努力。

（全文完）

血液中化學防曬劑濃度超標 是警訊還是虛驚一場
◎文╱藥師蔡育儒

美國食品藥物監督管理局（FDA）最近

揭露了一份臨床研究報告，針對含有四種

常見的化學防曬劑的成品（avo b e n zo n e、

Oxybenzone、octocrylene、ecamsule），在 24

名受測者，依照防曬產品使用的最高劑量（ 2 

mg/cm2；一天使用4次，塗布在身體表面積約

75%，持續4天），研究人員發現在志願者的血

液採樣中，化學防曬劑的濃度在第一天就達到

FDA認定需評估的血液標準上限0.5 ng/mL，而

在停止使用後，血液防曬劑還會在體內停留24

小時以上。

專家指出，此實驗在密閉的環境中進行，

沒有陽光、溫度、濕度⋯等因素的影響，再加

上是使用的最高劑量，大面積塗布，和一天四

次的頻率，都是影響肌膚吸收的變數，因此，

FDA研究員提醒消費者做足防曬才是對肌膚真

正的保護，雖然，大量使用化學防曬會有吸收

至體內的疑慮，但是，目前仍需更多的研究才

能了解高濃度的化學防曬劑對身體的影響。

美國FDA研究員指出實驗結果化學性防曬

會進入血液中，該濃度對於人體的影響還需要

更多的研究來佐證，可是紫外光所造成的黑色

素瘤對人體的影響是顯而易見的，因此，防曬

的準備是不可避免的，但是，如果對化學防曬

有疑慮，可以考慮物理性防曬的產品，如：二

氧化鈦TiO2、氧化鋅ZnO所製成的產品，這

是目前在研究上，對於肌膚相對安全的選擇，

在兒童與幼兒的防曬準備上，相信是首要選

擇。  

藥師最後在這邊提醒大家，夏天到了，防

曬要做足，正常的使用防曬並不會造成影響，

畢竟從防曬的角度，紫外光才是我們肌膚最大

的敵人。此次實驗，大面積的使用，加上使用

頻率與使用的劑量，一般來說只有去海邊玩耍

時才有機會使用到，但是整體用量上還是高

出我們正常使用量的 2倍之多。因此，為了大

家肌膚的健康，減少肌膚光老化與皮膚癌的問

題，藥師建議還是要好好做足防曬，減少在正

中午的時間出門，善用陽傘、帽子、衣物，以

及足量的防曬，來降低紫外光對肌膚的傷害。 

〔新聞解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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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台東縣記者藩孟庭

台灣的人口結構已逐漸邁入高齡社會，年

事漸高身體機能下降、慢性疾病找上門，常見

許多高齡長者們不得不「逛」起醫院，掛號數

種科別，並領取許多種藥物，長輩們前來領藥

常自嘲「把藥當飯吃就飽了」，長者們的用藥

安全一直是藥師們關心的重點。

全台有十縣市政府的衛生局參與衛生福

利部食品藥物管理署的「108年度用藥整合服

務普及計畫」，其中也包括今年新加入的台東

縣衛生局，委由台東縣藥師公會於4月14日協

辦社區式及機構式藥事照護培訓課程，培育了

二十多位種子藥師，讓藥師們更瞭解藥事照護

流程與照護系統 (Hcare)操作方式。

4月29舉辦第一次共識會，主持人為台東

縣衛生局食藥科長林郁文，與會人員有台東縣

醫師公會理事長朱建銘、台東縣藥師公會理事

長廖秀玲、顧問林其宏、衛生福利部台東醫院

藥劑科主任范龍昇、台東基督教醫院藥劑科主

任陳志明等。針對此計畫的三大主軸進行討

論：參與計畫的社區藥局於行政區普及率如何

達標、如何建立醫療院所與社區藥局雙向轉

介、建立合作機制轉介個案，以及護理之家收

案服務及目標數之設定，並尋找符合「就診兩

種科別，領取五種以上藥品」且配合度低的病

人，進行用藥整合服務。

林郁文表示，這是一個很棒的計畫，也呼

籲社區藥局藥師都可以踴躍參與，希望可以藉

由「108年度用藥整合服務普及計畫」，與衛生

局一起為民眾的用藥安全把關。

生力軍!台東縣衛生局加入用藥整合服務計畫

新竹藥事人員繼續教育 場場精彩收穫多
◎文╱新竹市記者郭小懷

由新竹市藥師公會主辦的一

年一度藥事人員繼續教育，於4月

14日、4月 28日及 5月 5日展開。

三個週日精彩的課程，皆吸引藥

師熱烈參加，不願錯過吸收醫藥

新知的機會。

課程內容豐富多元，第一天

的課程著重治療新進展的介紹，

包括台大醫院新竹分院醫師吳志

成主講心血管疾病治療新知、醫

師許智堯主講糖尿病臨床照護與

新進展、醫師周秉箴主講台灣糖尿病周邊神經

病變臨床指引與醫師柯政昌主講非小細胞肺癌

的治療新趨勢。

第二天的課程仍派出台大新竹分院的強

棒，醫師鄭輝騰介紹慢性腎臟病的藥物治療、

醫師賴彥廷介紹纖維肌痛症候群、醫師洪明輝

介紹神經肌肉阻斷劑的拮抗與監測，另外也特

別邀請新竹市衛生局科長鄭舒倫以食藥安全面

面觀為主題，回顧了重大食安事件及後續相關

處理及預防原則。最後一天的壓軸課程，邀請

到新竹馬偕紀念醫院藥師柯廷佳主講高效能抗

愛滋病毒療法的用藥指導與教案演練，以及林

正修診所的林醫師主講兒童青少年之精神疾病

與治療。

今年的一大特色是 20 點的藥事人員繼續

教育學分中，包含 4學分的醫院藥學實習指導

藥師資格延續。

新竹市藥師公會每年花很多心思在籌辦繼

續教育，不論是課程的主題，甚至是講師的人

選，都希望能提供藥師最新、最實用的資訊，

讓藥師能收穫多多，讓執業的過程持續精進。

↑新竹市藥師公會藥事人員繼續教育於4月14日、4月28
日及5月5日召開。

↑台東縣「用藥整合服務普及化計畫」共識會
與會人員。

台灣胸腔暨重症加護醫學會 公告
《全民健康保險慢性阻塞性肺病醫療給付改善方案

(COPD)資格認證教育訓練課程》
本方案藉由醫療資源整合制度的設計，導入提升

COPD 照護品質之誘因，鼓勵醫療院所設計以病人為
中心之完整照護，加強 COPD 病人之追蹤管理及衛教
服務，提供完整且連續性的照護模式。

鼓勵藥師會員踴躍參與培訓，採網路報

名https://reurl.cc/x4oKe或掃瞄QR Code
進入網站報名，名額有限，額滿為止。

課程資訊：

課程日期 上課地點

6月16日
9:00-15:30

新店耕莘醫院 14樓階梯教室

7月21日
9:00-15:30

中國醫藥大學立夫教學大樓101教室

(台中市北區學士路91號)

8月11日
9:00-15:30

衛生福利部屏東醫院 四樓大禮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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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呂宛靜

用途

眼藥膏或眼用凝膠，臨

床用途詳見個別藥袋標示或

藥品說明書。

用法

準備步驟：

1. 使用前請先將雙手洗淨並

擦乾。

2. 若有戴隱形眼鏡請先卸除。

3. 以乾淨的紙巾輕擦眼睛周

圍分泌物。

4. 因太久沒有使用，前段藥

膏或凝膠過於乾燥，可先

將前段藥品擠掉 0.5 公分。

用藥步驟：

1. 打開藥品瓶蓋。

2. 將頭向後微仰，眼睛注視

上方。

3. 一手將下眼瞼往下拉開，

另一手將藥膏或凝膠擠出

約1米粒 (約1公分長 )點入

下眼瞼內 (結膜囊 )。

4. 輕閉眼睛2分鐘，並輕輕轉

動眼球 (勿揉眼睛 )，待藥

品均勻分佈後，再用乾淨

的紙巾輕擦拭眼睛周圍多

餘藥品。

5. 使用後應 即蓋上瓶蓋。

注意事項

1. 藥膏或凝膠管口尖端應避

免接觸眼睛、眼瞼、手指

等部位。

2. 不可與他人共用眼藥品。

3. 若同時使用兩種以上眼藥

時，應至少間隔8分鐘；用

藥順序為先點眼藥水，其

次為眼用懸浮液，最後再

點眼藥膏或眼用凝膠。

4. 點兩種眼藥膏或眼用凝

膠，至少需要間隔 10-15分

鐘，以達最佳療效。

5. 若有戴隱形眼鏡，於使用

完藥膏或凝膠後 30分鐘再

戴上。

6. 眼藥膏或眼用凝膠點完

後，通常會視力暫時性的

模糊，因此只要仍視力模

糊，便不應駕駛車輛或操

作機械。

7. 請依藥品指示妥善保存藥

品。

8. 第一次開封使用，請在瓶

身寫上啟用日期，開封後

應於1個月內使用完畢。

可能副作用及處理方式

* 可能會造成眼睛搔癢、灼熱

感、刺痛感、視力模糊、結

膜炎、異物感、結膜充血、

虹膜變色。

* 用藥一段時間後，如以上症

狀未消失或另有不適或疾病

未改善，請與醫師或藥師聯

繫，並儘快就醫。

其它叮嚀

* 若忘記點藥，則於想起時儘

快使用；若已接近下次點藥

時間，則不需要補點，按原

訂時間使用即可。切勿一次

使用兩倍或過多劑量！

* 用藥前應諮詢醫療專業人

員，確保使用方式正確，了

解可能發生之副作用，以有

效發揮治療效果。

參考資料

* 臺北榮總藥學部藥教單張

* Lex i com p  O n l i n e ,  L ex i -

Drugs Multinational Online, 

Hu d s o n ,  O h i o :  Wo l t e r s 

K l u w e r  C l i n i c a l  D r u g 

Informat ion, Inc . ;  2018. 

Accessed November 6, 2018.

* Micromedex® (electronic 

vers ion) . Tr uven  Hea l th 

A n a l y t i c s ,  G r e e n w o o d 

Vi l l age , Color ado, USA. 

Available at: http://www.

micromedexsolutions.com/. 

Accessed November 6, 2018.

（本文作者為臺北榮民總醫

院藥學部藥師 / 美國愛荷華大
學臨床藥學碩士）

眼藥膏∕眼用凝膠用藥指導

《用藥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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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刺五加與紅毛五加皮(下)

◎文╱黃治平

藥理作用（續）

2. 紅毛五加皮

(1) 對心血管及中樞神經系統作用

紅毛五加皮水煎液可增加豚鼠離體心臟冠脈流量。醇浸

膏5g/kg腹腔注射15min後，能使小鼠處於安靜，自發活

動明顯減少的狀態。

(2) 抗炎作用

紅毛五加皮醇提取物能減少炎性組織PGE含量，明顯降

低組織胺引起的毛細血管通透度增高。

(3) 抗緊迫反應、抗輻射作用

紅毛五加皮水煎液可提高小鼠減壓耐缺氧能力的作用。

紅毛五加皮多糖能保護造血幹細胞，有突出的抗輻射作

用。

(4) 對免疫功能的影響

紅毛五加皮多糖對體外小鼠T、B淋巴細胞增殖反應均

有增強作用。

功能

刺五加：益氣健脾，補腎安神，扶正固本。

紅毛五加皮：祛風濕，通關節，強筋骨。

結論

這兩種藥材基原不同，有效成分（紫丁香苷、綠原酸等）

不同，臨床功效不同，所以不可混（誤）用。（飲片圖片來

源：臺灣市售易混淆中藥鑑別圖鑑p.92）

（全文完）

參考資料

5.  毛五加、刺五加、五加皮及香加皮的區別，實用中醫藥雜

誌，2008，24(6)：402。

6. HPLC法測定刺五加、五加皮與 毛五加皮中 3種成分的含

量， 廣東藥學院學報，2015，31(5)：602-606。

（本文作者為台北市立關渡醫院中藥局藥師）

飲片圖片

  

藥 材 名 刺五加 紅毛五加皮

別　　名
刺拐棒、老虎鐐子、刺木棒、坎
拐棒子

五爪刺、川加皮、刺加皮、刺
甲皮

性味歸經
味辛、微苦，性溫。歸脾、腎、
心經

味辛、微苦，性溫。歸肝、腎
經

主　　治
脾腎陽虛、腰膝酸軟、體虛乏
力、失眠多夢、食慾不振等。《中
藥學》列為補氣藥類

風寒濕痺、拘攣疼痛、筋骨痿
軟等。《中藥學》列為祛風濕
藥類

飲片性狀

為不規則形的厚片。切面黃白
色，顯纖維性，周邊灰褐色或黑
褐色，粗糙，皮較薄，有的剝
落，剝落處呈灰黃色。質硬。莖
的皮部薄，木部寬廣，中心有
髓。根和根莖有特異香氣，味微
辛，稍苦、澀；莖氣微，味微辛。

捲筒狀，外表面黃色或黃棕
色，密生黃棕色、紅棕色或黑
棕色的皮刺；皮刺向下，細長
針形，長 0.3-0.7cm，內表面
淡綠色或淡棕色，平滑。體輕
質脆，易折斷，斷面纖維性；
氣微，味淡。

用法用量 煎湯，9-27g；或入丸、散；泡酒 煎湯，3-15g；或泡酒。

使用宜忌 陰虛火旺者慎服 陰虛火旺者慎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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桃園市藥師公會自強活動 彰化一日遊

藥師宣導親子用藥安全 握五藏龍

財團法人林明芳教授臨床藥學發展基金會
108年下半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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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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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含上下午點心、便當。（108年5月16日以前報名9折優待2,25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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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月
16
日

1. 老年失智症診治及案例分享 臺北榮總 劉慕恩 主治醫師
2. 談心及案例分享 振興醫院 江志桓 副院長醫師
3. 從皮膚科醫師角度來看過敏 三軍總醫院 洪誌聰 主治醫師
4. 肌少症之食療及生酮飲食正確認知 新光醫院 夏子雯 營  養  師

6
月
23
日

5. 如何培養孩子的專注力 臺安醫院 許正典 主任醫師
6.高血脂治療之經驗分享 敏盛綜合醫院  庄　強 部主任醫師
7.發展遲緩兒童之早期療育及案例分享 (下 ) 臺大兒童醫院 盧　璐 教授醫師
8.兒童語言與溝通障礙之介入 北市語言治療師公會 李家汎 理  事  長

6
月
30
日

9.壺腹部周圍腫瘤疾病 :由傳統走入微創 臺北榮總 王心儀 主治醫師
10.接到法院傳票怎麼辦？ -醫療糾紛司法實務 臺北高等行政法院 張瑜鳳 法　　官
11.常見及新興感染疾病診療及案例分享 馬偕醫院  劉昌邦 主任醫師
12.細胞治療與再生醫學之現況與未來趨勢 國防醫學院 葉明功 教　　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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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藥師郭貽芳

春暖花開的四月，桃園療養院結合在地龍

山國小親職教育日，舉辦「用藥安全，握五藏

龍」活動，利用一整套電腦快問快答用藥安全

互動遊戲寓教於樂，不但促進親子互動，增進

親子關係外，也讓未來主人翁及家長共學，在

腦力激盪中了解用藥的基本原則，從小樹立正

確用藥觀念，以使正確用藥觀念從校園萌芽、

扎根及茁壯，拓展至整個社會。

在用藥安全遊戲過程中，學童臉上神采

飛揚，歡笑聲不絕於耳，但難免因為學年級的

不同，認知發展水平不同的事實，對題目的認

識不論是速度或理解有不一致之處，藥師用愛

心、耐心給予讚美與鼓勵，並依照不同年級小

朋友聽得懂的語言方式從旁指導，互動當中也

順帶釐清家長平時遇到的用藥問題，在這兼具

挑戰及有趣的環境中拉近藥師與民眾彼此的距

離。

藥師需要跳脫既有的框架，保持一顆好奇

的心，伸出不同觸角，站在多元舞台，開拓自

己的視野，和時代共振，思考才能更深更廣，

如此除讓藥師價值發揮最大外，並多元發展開

創屬於自己的「斜槓」人生。

◎文╱桃園市記者張淑玲

桃園市藥師公會108年度自

強活動，已於4月21日及4月28

日分兩梯次完成。約300位會員

與眷屬參加，南下彰化縣熱門

景點，來一趟親子知性之旅。

位在田尾鄉的「 花卉之

鄉」，是政府自民國78年陸續輔

導「一鄉一特色」以來，保有原汁原味的城鎮

之一。對園藝情有獨鍾的朋友來說，花團錦簇

隨人賞，奇花異草任君尋，「公路花園」無疑

是物超所值的寶地。

堅持根留台灣，在 100年升級成為觀光工

廠的「襪子王」，不愧是社頭鄉「芭樂多、襪

子多、董事長多」的翹楚。從DIY製作自己獨

一無二的「襪子娃」成品過程中，領略其團隊

「誠實、務實、創新、品質、服務」的精神。

結帳人潮一波接著一波，想必成功絕非偶然。

曾經是全台製糖量最多的溪湖糖廠，於

91年即停止生產，漸次轉型成具有鐵道文化、

糖業文化、休閒服務及戶外活動的綜合觀光園

區。尤其搭乘五分仔車，從中體驗前人運輸甘

蔗的軌跡，加上導覽專員的隨機講古，每每讓

後人會心一笑，對認識鐵道文化的推動功不可

沒。

↑藥師與學童互動，從小樹立正確用藥觀念。

↑桃園市藥師公會於4月21日及4月28日舉辦自強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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