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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刊訊】面對新型冠狀病毒疾

病（COVID-19）全民嚴陣以待，藥師

公會全聯會理事長黃金舜於2月18日

發表公開信，感謝全國健保藥局藥師

們，積極參與此次武漢新型冠病毒公

共衛生防禦作戰，協助政府實名制發

放口罩，這段日子來，每日成人 200

片兒童50片（2月20日後，增加為成

人400片，兒童200片），加重各位藥

師每日負擔，致上十二萬分謝意。他

指出，藥師一起參與公共衛生防疫，

讓政府與民眾對藥師的貢獻獲得肯定

與廣大迴響，這是全國藥師的功勞。

黃金舜表示，藥師公會全聯會

為全國藥師代表，將積極爭取藥師

應有權益與專業發揮的舞台，全國藥

師務必一本初衷，支持全聯會，團結

一致才能發揮影響力，發揮健保藥局

藥師參與新冠狀病毒公共衛生防疫角

色。

依據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於 2

月 19日呼籲，在防疫期間，民眾應

減少頻繁進出醫療機構等人多之公共

場所，以降低疫情期間之感染風險。

食藥署建議，民眾若只有慢性病用藥

的需求，可主動向醫院或診所索取開

立之慢性病連續處方箋，至住家附近

的健保特約藥局領藥，向專業的藥師

就近拿藥。藥師不僅可以提供民眾調

劑藥品的便捷性，更扮演著安全用藥

觀念諮詢角色，做為民眾的社區健康

守護天使。

食藥署指出，社區藥局藥師照

護在地民眾，除提供藥品調劑、用藥

諮詢指導，並為不便外出或是行動不

便的民眾送藥到家，協助整理用藥問

題，於防疫期間，亦主動配合防疫工

作，協助口罩發放，宣導正確防疫知

識，為社區健康重要的守護者。

【本刊訊】藥師公會全聯會理事長黃金舜

協同藥劑生公會全聯會理事長陳正銘，於2月

19日赴行政院與行政院副院長陳其邁會談，

副院長肯定社區健保特約藥局推行口罩實名制

的貢獻，理事長此行大有斬獲，待政院公告再

行說明。

立委蔣萬安感謝藥局推行口罩實名制的貢獻

立委蔣萬安辦公室主任顏邦峻於 2月 19

日下午6點半拜訪藥師公會全聯會理事長黃金

舜，特地前來關心並感謝「口罩販售實名制」

臨危受命的六千多家健保藥局，站在社區第一

線默默付出的藥師。這些藥師們無條件每天花

費無數額外時間從收貨、分裝口罩、到賣口罩

與解答民眾各種疑問，他表示，在防疫時期，

社區藥局扮演重要角色，全民應盡量減少至大

醫院，鼓勵持慢性病處方箋之民眾，應就近到

社區藥局領藥，除可接受藥師專業服務，亦可

降低感染風險。

國健署拜訪全聯會　討論多重用藥檢核工
具導入社區藥局

國民健康署慢性疾病防治組長吳建遠於2

月 13日拜會藥師公會全聯會，討論有關「多

重用藥檢核工具導入社區藥局」應用規劃相關

事宜。

國健署於今年將於三個縣市試辦「長者多

重用藥安全檢核服務試辦計畫」，期望提升65

歲以上長者多重慢性病用藥安全，藉由藥物檢

核工具的應用，減少藥物交互作用發生的可能

性，進一步提升長者藥事照護之品質。

:藥師是社區健康守護天使
理事長黃金舜：發揮健保藥局藥師參與新型冠狀病毒公衛防疫的影響力
食
藥
署

致最敬愛的全國健保藥局藥師們，

　　感謝各健保藥局藥師們，積極參與此次武漢新冠病毒公共衛生防禦作戰：

協助政府實名制發放口罩，這段日子來，每日大人200片小孩50片，加重各位

藥師每日負擔，在此致上十二萬分謝意。這一仗，我們一起參與公共衛生防

疫，讓政府與人民對藥師的貢獻獲得肯定與廣大迴響，這是各位的功勞。

　　昨日，蘇貞昌院長院會決議，自 2月 20日起由健保藥局，每日發放成人

400片（200人次）、兒童200片（50人次），這將使各位藥師工作量將倍增，本

人在此聲明：昨日疫情中心指揮官宣布，並未事前與藥師全聯會協商，本人昨

日得知後，隨即積極與指揮官協商表達健保藥師的辛勞，今將與指揮官建議下

列三點，與各位報告：

一、 配送前即先完成2片1裝預包，減少藥師工作負擔及降低口罩汙染機率。

二、 建議改成「成人14天內限購1次，1次4片；兒童14天內限購1次，1次4

片（或兒童7天限購1次，1次4片）」；同時操作系統仍需持續調整，以利

藥師操作。

三、 指揮官已宣布停止今年醫院評鑑，也鑑請地方衛生局，對於配合政策健保

藥局先停止不列入地方第一輪藥局普查範圍，先由其他藥局及藥店普查

起。另建議今年四月藥價調整暫緩實施。

　　在此，全聯會為全國藥師代表，將積極爭取藥師應有權益，敬請各位藥師

務必一本初衷，支持全聯會，團結一致才能發揮影響力，並發揮健保藥局藥師

參與新冠狀病毒公共衛生防疫角色，避免被分化、汙名化，功虧一簣。

藥師公會全聯會理事長　黃金舜 敬上    2020.2.18

中華民國藥師公會全國聯合會

陳其邁肯定健保藥局推行口罩實名制貢獻行政院
副院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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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功無賞、打破要賠」藥師代售口罩難言之苦

「疾管家」防疫資訊一把抓

◎文╱台南記者黃大晉

民眾丟下一句：「你們把我

們的健保卡插進去就可賺 4、5百

元！」轉頭就走；藥師：「我們都

是義務的，一毛錢都沒賺，向您

們收的2片口罩10元全部都要上繳

給國庫的。」民眾走後，藥師心中

翻滾無法說出的辛酸。

民眾昨天領完兒童口罩，今

天氣沖沖的又來大吵：「你們給

我調包，沒給我們醫用口罩，這

種卡通圖案的口罩在夜市就可買

到，我要去檢舉你們。」藥師：

「這次政府的防疫口罩都是醫用口

罩，都是政府直接配送的，不是

我們可以自己選的，配什麼口罩

來，我們就發什麼。」民眾走後，

藥師心情盪到谷底，無償做功德

還要被檢舉。

藥師：「成人口罩已經發完了

喔！」民眾：「口罩地圖說你們這

裏還有4片，一定是你們偷偷藏起

來要自己用，你們都這樣喔！做

人不可以這樣，會有報應的啦！」

藥師：「口罩地圖更新的速度沒那

麼快，會延遲幾分鐘⋯」，還沒等

到藥師講完，民眾早已掉頭離去。

以上這些都是社區健保藥局

藥師在執行政府實名制購買口罩

的狀況之一，其他還有很多奇怪

的狀況與問題，相信有遇到的社

區健保特約藥局藥師都心有戚戚

焉，再怎麼被奚落、誣賴，心情

再怎麼沮喪，還是頂著鋼盔繼續

向前拼命，一起對抗這場防疫大

戰。

但還是有很多理智和體貼的

民眾會適時送上溫暖給社區健保

特約藥局藥師：「藥師，謝謝您，

辛苦您們了！」「藥師，這個小點

心送給您們吃，您們為大家服務

真的好辛苦。」「藥師，您們真的

好貼心，都幫我們用分裝袋把口

罩裝好好的，這樣口罩就不怕會

弄髒了，謝謝您們！」鼓勵的話已

勝過千言萬語，一切都值得了。

◎文╱台南記者林秀鈴

最近全球聚焦的議題首當

人人聞之色變的新型冠狀病毒

（COVID-19），隨著疫情升高，

各種有關疫情訊息隨之在網路

群組流傳，如何辨別正確的疫情

與防疫知識，可輸入 L i n e  I D：

「＠ taiwancdc」或搜尋官方帳號

「疾管家」，就可加入疾管署「疾管

家」Line好友獲得防疫相關訊息。

拜科技之賜，智慧型手機融

入日常生活，也為我們帶來許多便

利。新型冠狀病毒疫情爆發期間，

各種消息更是在網路群組間傳開，

面對這些訊息資料如何判斷真偽有

時還滿困擾的，還好疾管署網路推

出「疾管家」快速提供新型冠狀病

毒之疾病介紹、預防方法、出國及

回國民眾注意事項、國際疫情及AI

功能線上防疫Q&A諮詢等功能，

提供民眾即時防疫資訊。

新竹市藥師口罩實名制上路團結一致
◎文╱新竹市記者古敏宏

口罩實名制上路，新竹市共

有 108家健保特約藥局參與此次

活動，藥師們只花了 2~3天就迅

速上線，展現出藥師臨危受命，

團結一致的精神。

新竹市政府也組「108人小

組」通報系統，進駐健保特約藥

局，協助解決藥師與民眾遇到的

各種問題。「新竹市口罩存貨地

圖 」網路系統，可以一鍵即知開

賣時間、口罩售完與否，甚至也

有夜間開賣的藥局，好讓下班民

眾也能夠有機會買到口罩。

除了新竹市口罩存貨地

圖，還有「新竹市健保特約藥

局表」，方便民眾查到地址與電

話。藥師們也充分利用這次口罩

實名制的機會，宣導政令、衛教

市民，讓民眾了解戴口罩的時

機，洗手的重要，讓防疫工作的

效果更強化。

← 社區健保
特約藥局
藥師在執
行實名制
代售口罩
時，民眾
突發狀況
多。

← 口罩實名制上路，新竹市政
府與健保特約藥局協力克服
困難完成任務。

這段艱辛防疫史 藥師的努力不會留白
◎文╱苗栗縣記者顏群芳

2月 6日這天對藥師來說，

一定是個難以忘懷的日子，因為

此為實名制口罩販售正式上路

的日子，苗栗縣藥師公會會員的

line群組也早從 2月 3日政策宣

布那天開始，每天都熱鬧滾滾。

對於社區藥局的藥師來

說，此為一個全新的業務與挑

戰，或許有些抱怨的聲音，但在

防疫視同作戰的原則下，加上藥

政科長官、公會理事長、幹部的

居中協調之下，苗栗縣 120家健

保特約藥局，及4個偏遠鄉鎮的

衛生所，都能配合政府的政策，

事先提早沙盤推演要如何規劃動

線，讓民眾能順利買到口罩，有

的採用先發號碼牌的方式，讓民

眾免於等待過卡的時間，而有的

則錯開販售時間，分別在早上、

中午、晚上開賣，讓菜籃族、上

班族等不同民眾，都有機會可以

買到。

許多社區藥局也趁民眾來

買口罩時，衛教民眾正確防疫觀

念，免於無謂的恐慌，而這也突

顯了一樣是賣口罩，但超商與藥

局的差異化，趁此機會可讓民眾

更加信任藥師的專業，也能走進

藥局，認識社區藥局能提供更多

其它醫療專業，例如慢箋領藥、

戒菸諮詢、中藥業務。

「這是最好的時代，也是最

壞的時代」，此項政策不但無收

入，還要負擔人力、物力的支

出，有時還得遭受民眾責罵對

待，但此防疫的歷史潮流，終究

會為藥師的努力記下輝煌的一

頁，而更多的民眾也會為藥師的

辛勞鼓舞喝采，當然也希望政府

能看見藥師的努力，創

造更優質的執業

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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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當前 醫藥分業更顯重要

桃園市藥師與時間競賽 防疫跑前線

◎文╱台南記者黃大晉

為落實分級醫療所推動實

施的「門診減量」計畫，讓不少

醫學中心壓縮減少社區健保藥局

能接收調劑的處方箋數量，讓社

區健保藥局苦不堪言，紛紛向各

公會反映，希望公會能設法突破

窘境來協助健保藥局找到生機。

春節前夕爆發的新型冠狀

病毒疾病（COVID-19）疫情不斷

擴大，台灣的防疫工作也跟著上

緊發條，幾家大型醫學中心更是

肩負重責大任，民眾暨擔心害

怕到大醫院被傳染到新型冠狀病

毒，又不能不吃慢性病藥物來穩

定控制慢性病病情，即使慢性病

處方箋可以在社區健保藥局領藥

的政策已實施多年，仍有民眾不

太清楚健保有這項便民措施，於

是，就在是否回醫院領慢性病藥

物的抉擇中進退兩難。

為此，台南市藥師公會不

僅在春節前後已三次透過召開記

者會或主動發新聞稿給大眾媒

體記者，報導持有慢性病連續處

方箋可到健保藥局領藥的新聞，

更趕在所有社區健保特約藥局藥

師配合政府代售防疫口罩忙翻天

之際，卻被健保署一紙公文宣

布4月30日前到同一家醫院看診

領藥的慢性病患可一次領 60天

藥的消息（雖然隔天再發文廢止

該項措施）狠狠重挫藥師熱情熱

血、不滿情緒高漲。隔天，快速

製作「減少出入醫院，降低被感

染風險，可持慢性病處方箋來健

保藥局領藥」的宣傳布條，發給

社區健保藥局懸掛教育民眾，讓

民眾安心有藥吃，也讓社區健保

藥局在調劑慢性病連續處方箋的

數量能有機會突破，試圖在危機

中盡量能找到絲絲生機，繼續維

持下去。

◎文╱藥師顏幸達

新型冠狀病毒疫情，映照出

社會缺乏常態的公衛教育，造成恐

慌亂象，也撩起那年抗煞（SARS）

的傷痕記憶；不同的是，這次防治

再也不是僅量體溫，就可輕易阻

擋。因為疫情的不可預測性，許多

專家憂心其對政經影響不可小覷。

傳染病防治，是預防重於治

療的扎根工作。由於過去抗煞獲

得的經驗，在這次發揮功效；但公

衛的精進，仍有改善空間，如民

眾對疫情恐慌，造成排隊搶購口

罩，即可明瞭。

原先由藥妝店及便利商店販

售口罩，後來實施「實名制」由健

保特約藥局，藥師親交民眾，這

是公衛教育推動，然政府並未讓

這六千家公衛藥局發揮其所能。

藥師除善盡專業領域用藥安

全輔導外，更能在公衛上扮演重

要角色，這在歐美早行之有年。

藉由這樣的公衛藥師執行衛教，

包括傳染病正確知識說明、口罩

正確使用、手部清潔與居家環境

衛生等等，都是可讓藥師專業加

值重點，也解決政府機關公衛人

力不足問題。

換言之，政府如果早在健保

開辦，同時實施醫藥分業，增加

藥師與社區民眾互信與互動，相

信公衛教育應更紮實，也不至於

因為遇「疫」而過度驚慌。

這次健保特約藥局臨危受

命，義務性、志工型販賣口罩，

在防疫史該記上一筆，但如果政

府繼續鼓勵民眾到大醫院拿慢性

病處方藥，或鼓勵設立「得來速」

取藥，繞過健保藥局的話，那麼

對全國健保特約藥局而言，情何

以堪？

台灣不論是健保醫療，或公

衛成果，都是有目共睹的；希望政

府當局，能透過這次健保藥局社

區防疫線建立，早日落實「醫藥分

業」，讓藥師不再是受聘下執業，

而能更專業為民眾用藥把關，共

創多贏。

◎文╱桃園市記者張淑玲

桃園市藥師公會 109年度

第一次理監事聯席會議，於2月

13日在公會會議室舉行。總計

追蹤五項執行事項，報告 30項

相關業務，通過 108年度歲入

歲出。其中「藥事照護服務計

畫」、「神農小學堂健康知識創

意競賽」、「長者用藥安全知識

競賽」將三合一，在109年度工

作計畫執行備受矚目。

會中，衛生局藥政管理暨

稽查科長張敬崴及理事長謝志

忠，分別就藥師對當前新型冠

狀病毒（COVID-19）防疫的角

色，表達最大的感謝與期許！

張敬崴表示，在 1月 21日 

未出現第一例確診病例前，疾

管署即上緊發條，對來勢洶洶

的新型冠狀病毒成立「嚴重特

殊傳染性肺炎中央流行疫情指

揮中心」全方位防疫。其中如

何讓民眾「慌口罩」的心理得

到舒緩，是指揮部門最大的挑

戰之一。經考量公平性、地域

性⋯等便民方案，2月 6日「實

名制」上路，總算讓大家可以

安心地，憑健保卡就近到 6,000

多家健保特約藥局購買，同時

在藥師端獲得專業衛教和醫藥

諮詢。感謝藥界站在防疫第一

線，配合政策發揮專業，兼具

安定民心的力量。

謝志忠表示，利用健保系

統實名制購買口罩，藥師公會

全聯會及地方公會，上下一心

擔起重責大任，著實讓基層的

伙伴辛苦了！期待大家共體時

艱，克服吃力不討好，但是能

為全民防疫服務又替藥師形象

自我推銷。

桃園市衛生局長王文彥體

諒藥師們在第一線的辛勞，由

戰備物資中撥出口罩11,160片，

提供藥師防疫自用。公會更為

了減少民眾及藥局藥師之間無

謂的紛爭及怨言，特別製作「實

名制口罩販售說明」海報及「社

區領藥避人潮  遠離病原沒煩

惱」紅布條，提供健保藥局張貼

公告。希冀讓民眾實際了解實

名制口罩發放作業中藥師所扮

演的角色，能多多體諒藥師辛

勞，多些微笑及鼓勵。

防疫拼生機 南市健保藥局懸掛慢箋領藥布條

↑台南市藥師公會主動出擊大力宣傳，持有慢性病連續處
方箋可到健保特約藥局領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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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疫作戰 藥學生不缺席

氯 用於新型冠狀病毒仍需試驗證實
◎文╱江吉文 

隨著全球新型冠狀病毒疾病

（COVID-19）疫情的擴大，全球面

臨病毒肆虐卻無藥可用之窘境再

次浮上檯面。要能成功開發預防

性或處理公共衛生危機的藥品或

疫苗十分困難，因為通常需要花

上大量時間與金錢，且並不能保

證研發廠能獲得豐厚利潤，因此

國際大藥廠投入研發興趣缺缺。

例如2003年SARS疫情來去匆匆，

疫苗研發速度空前，但到了可以

大規模做臨床試驗時，疫情已快

結束，沒有病人可做試驗，科研

經費也就跟著沒了，直至今日當

然沒有預防性疫苗可用。

就在疫情延燒之際，中國基

於前期臨床試驗結果，宣稱磷酸

氯 治療新型冠狀病毒具有一定療

效，因此2月19日中國國家衛生健

康委員會發布了《新型冠狀病毒肺

炎診療方案 (試行第六版 )》，這一

版診療方案中將磷酸氯 納為抗

病毒試用藥物之一，並刪除「目前

沒有確認有效的抗新型冠狀病毒

治療方法」字句。

在過去的幾十年中，研究

顯示治療瘧疾感染的藥物對病

毒感染有益，尤其是目前缺乏

有效對抗新興病毒（例如：登

革熱病毒、屈公病毒、伊波拉

病毒等）的藥物，因此抗瘧疾

藥物受到了特別的關注。氯

是自 1 9 3 4 年以來已知的一種

氨基 （a m i n o qu i n o l i n e），

氯 （C h l o ro q u i n e，以下簡稱

C Q）及其羥基類似物羥基氯

（hydroxychloroquine，以下簡稱

hydroxyCQ）用於抗瘧之外，也

用於風濕性關節炎和全身性紅斑

性狼瘡之治療。由於毒性低和成

本低，及高耐受性和免疫調節特

性，CQ和hydroxyCQ被提議用於

抵抗病毒感染。雖然尚不清楚它

們在個別疾病中的具體機制，但

是氨基 的抗病毒作用可能與它

們具有很強的抗炎活性有關。

C Q的體外抗病毒作用最早

在 1972年 Shimizu Y.等人就曾報

導，自此之後，其作為抗病毒藥

物的用途便受到廣泛討論。2004

年Keyaerts E.等人研究磷酸氯 在

Vero E6細胞培養物中針對 SARS-

CoV誘導的細胞病變的抗病毒作

用，結果顯示CQ在體外可以抑制

SARS-CoV的複製。2005年Vincent 

MJ.等人研究發現CQ對靈長類細

胞的SARS-CoV感染具有很強的抗

病毒作用，當在暴露於病毒之前

或之後用藥物處理細胞時，觀察

到了這些抑制作用，表示CQ可能

有預防和治療方面的優勢。2009

年Keyaerts E.等人再次發表研究，

發現氯 可以有效防止新生小鼠

受HCoV-OC43感染，並且可能作

為對抗人類冠狀病毒感染的未來

藥物。

從以上研究可知，CQ對於冠

狀病毒感染的作用僅止於體外試

驗，至今尚無可預防或治療人類

冠狀病毒感染的抗病毒藥物。藥

物研發須經過嚴謹的臨床前動物

試驗與臨床人體試驗三期，確認

其安全性與有效性並取得藥證後

才能用於病人。中國基於前期臨

床開展的研究結果，就宣稱磷酸

氯 可以有效治療新型冠狀病毒，

並納入第六版的診療方案，此舉

可能讓百姓的權益與安全無法受

到保障。

（本文作者為衛生福利部屏東醫院

藥師）

【本刊訊】2月6日政府公告口

罩實名制實施，包裝口罩、發口

罩成為基層藥局藥師工作上的一

大負擔，對一人健保藥局，人力

更是吃緊。成功大學、嘉南藥理

大學、大仁科技大學等藥學系紛

紛號召藥學生，協助在第一線防

疫作戰的健保特約藥局，藥學生

投入防疫不缺席。

於實施口罩實名制幾天後，

台南市藥師公會與成功大學、嘉

南藥理科技大學藥學系號召藥學

生站出來，協助急需人力的藥

局。台南市藥師公會理事長吳振

名表示，在防疫時期，藥學生積

極協助社區藥局發放口罩，可了

解第一線藥師如何面對防疫現

況，例如，藥師教導排隊的民眾

正確戴口罩、勤洗手、慢箋可就

近至社區藥局領藥的觀念，藥學

生可體驗第一線藥師的專業性。

另外，大仁科技大學也主動

調查是否有學生願意至全省各縣

市之健保社區藥局，優先協助一

人藥師藥局發放防疫口罩，大仁

科大表示，此舉除了讓學生能夠

親自參與國家公共衛生政策，並

可紓解一人藥師發放口罩人力缺

乏困境。大仁科大藥學系協助辦

理並通知高雄市、高雄第一、屏

東縣等藥師公會提供所需藥學生

協助社區藥局的人力，學校將努

力媒合。而其他縣市健保藥局如

有需求，也可與當地藥師公會提

出需求，請公會與學校聯繫，共

同抗疫作戰。

彰化縣藥師公會 公告
彰化縣藥師公會繼續教育變更通知：

因為疫情關係3月8、14、15日之繼續教育延後合併在第二梯次6月6、7、
14日三天，已經報名的會員公會就直接轉到6月份上課，若時間上不行，請
告知公會 (04)7613-930。

新北市藥師公會 公告
活動延期公告：

「為配合政府防範「新型冠狀病毒肺炎（武漢肺炎）」疫情擴大，避

免群聚感染，本會延期舉辦3月15日「〝拒菸反毒〞E7play嗨到
親子聯誼」活動，延期日期待疫情穩定後公告，造成不便，敬請

見諒！」詳情請洽本會網站https://reurl.cc/xDjQy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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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義市藥師公會邀成功企業經營者談行銷概念
◎文╱嘉義市記者商錦文

業務如何把公司的產品推廣至市場？藥局

要怎樣把商品推薦給民眾，讓客人願意掏錢買

回家？這是一種很有技巧又很少有前輩願意真

誠傳述的課程。嘉義市藥師公會於108年12月

19日，在公會會館，邀請行銷委員會主委何海

藥師以「成功的企業經營者迎向事業有成的經

歷」暢談行銷概念。

何海提出個人企業經營經歷供與會藥師分

享，案例一：牙疼的民眾，在半夜時刻，牙醫診

所都已經休診打烊的時候，走進了一家藥局，

欲購買成藥來暫時緩解不舒服的症狀；經過藥

師親切的提供諮詢，外加上周全的照護和調養

建議。之後，民眾很高興的獲得滿意的服務與

專業的回饋，提著一包戰利品滿意的步出藥局。

藥局提供了什麼？這家半夜仍然提供服

務的藥局，藥師克盡職責，堅守職業道德。有

提供讓民眾滿意的諮詢、有提供完整的建議；

對產品的銷售，沒有惡意的拼價，沒有破壞市

價行情，也沒有強力的推銷，得到了民眾的認

同，願意接受藥局的推薦產品，多年來沒有樹

敵，更獲得同業和民眾大家的支持。

案例二：以前做業務時，公司規定每個月

的業績要10萬元，因為自己是新進入的菜鳥人

員，於是很努力的勤跑業務，做到了20萬元，

回公司開會時主管很高興的給予口頭嘉勉，還

要求在會議中做業務拓展優良的經驗分享。之

後，被老業務先進們告誡說：「剛開始您的業

績都做這麼好，到第四個月，就會沒有業績、

沒有生意做，業績做太好害老業務都被主管

罵」；於是自己調整心態，隨俗的只做基本的

10萬元領基本薪。但是我每個月都只要做3天

的行程，業績就已經足夠，卻要寫 6天的工作

報表，於是就有很多多餘來的時間可以運用。

自己很努力、沒有浪費青春，把空檔的時間，

挪移來開了其他類型的店，精研學術和兼做研

發和學做生意。

成功的關鍵在：沒有把多餘的時間用在

吃、喝、玩樂上。充分的把時間轉移來思考，

要如何做生意賺錢，同時也經營其他的店面生

意和外加投資，充分的利用機會和各界做接

觸，多觸角多面向的努力經營，奠定了事業的

基礎。

何海表示，說到賺錢這件事，有認真不一

定有機會，但是，不認真絕對沒有機會。

理事長陳煌銘則指出，好的經營模式，值

得學習；成功的經驗分享最是難得。行銷概念

是成功經驗的累積，感謝事業有成者的大器分

享，更期望還在努力中的藥師們，可以經由經

歷分享的過程中得到啟發，在各自的領域中都

能夠事業有成，甚至發揚光大。

↑嘉義市藥師公會邀請藥師何海以「成功的企業經營者迎向事業有成的經歷」暢談行銷概念。

新北市藥師公會 公告
《新北市藥師公會109年3月藥事人員17小時繼續教育課程》
報名時間：3月2日13:30至3月11日17:00（額滿即止）
名　　額：限200位（需繳清會費）
上課時間： 3月22日08：50 – 16：50（08：20報到）
　　　　　3月29日08：50 – 17：50（08：20報到）
上課地點： 新北市藥師公會（新北市三重區重新路五段

646號8樓）
報名對象： 限新北市藥師公會會員報名參加

（需繳清會費）

詳情請洽本會網站：https://reurl.cc/M7a0Z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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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涂慶業

臨床運用（續）

2. 用於溫陽之甘草

a. 配乾薑、附子，溫中散寒，回陽通脈，溫肺

化飲，方如甘草乾薑湯。

b. 與乾薑、細辛相伍，溫肺化飲止咳，方如苓

甘五味薑辛湯。

c. 配桂枝，溫經通脈、通陽化氣，方如炙甘草

湯、苓桂朮甘湯。

3. 用於補益之甘草

a. 配人參、白朮，補脾益氣，方如四君子湯、

補中益氣湯。

b. 配小麥，寧心安神，方如甘麥大棗湯。

c. 配生地黃，滋陰復脈，方如炙甘草湯。

4.用於止咳之甘草

a. 配麻黃、杏仁，可疏風散寒、宣肺降氣，方

如麻黃湯。

b. 與石膏相配，可止咳平喘，方如麻杏石甘

湯。

c. 與桑葉、菊花相配，疏風散熱，方如桑菊

飲。

5. 用於緩急止痛之甘草

與芍藥同用，舒肝理氣、緩急止痛，方如

芍藥甘草湯。

6.用於攻下逐飲之甘草

與藥性猛烈或有毒藥物配伍，甘草可減

緩其峻烈之性和毒性，方如甘遂半夏湯、黃龍

湯。2、13

不良反應

    研究顯示甘草及其製劑產生不良反應的機制

主要與其雌激素樣作用、糖皮質激素樣作用、假

性醛固酮增多症的病理機制有關。可能引發的不

良反應涉及下列多個系統：

1.內分泌系統

a. 假性醛固酮增多症：直接或間接激發皮質激

素受體，產生皮質激素樣作用，進而引發該

類不良反應，特徵包括高血壓、低鉀血症、

腎小管功能障礙及水腫等。

b. 血糖升高：糖皮質激素樣作用導致血糖升

高，且對降糖藥有拮抗作用，會使降糖藥的

治療效果減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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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藥之國老—甘草(6)

◎文╱胡晉嘉

肝細胞癌 (hepatocellular carcinoma, HCC) 即一般人所稱的肝

癌，是成人常見的肝臟原發腫瘤，為全球第 6大癌症，在台灣每

年約有 6000到 7000人死於此疾病，發生率和年齡成正比，在 60

到 70歲達到高峰，男女比為 2.4：1。常見的危險因子包括B型肝

炎帶原者、慢性B或C型肝炎、酒精性肝炎 (酗酒 )、脂肪肝、肝

硬化、肝癌家族史及黃麴毒素等，較為罕見的則有遺傳性血鐵

沉積症 (genetic hemochromatosis) 和α1抗胰蛋白酶缺乏症 (α1-

antitrypsin deficiency) 等；此外，原發性膽汁性膽管炎 (primary 

biliary cholangitis) 到了末期也會導致肝癌。因沒有明顯症狀故只能

靠抽血檢查如甲型胎兒蛋白 (α-fetoprotein, AFP) 來診斷，若AFP

超過 400 mcg/ml則應以螺旋電腦斷層或動態對比核磁共振進一步

確認。

肝癌細胞的代謝與解毒能力強，對於化療的反應不佳，故現

今臨床上均以標靶藥品作為肝癌藥物治療的主力。目前的一線治

療藥品為 sorafenib (Nexavar®) 及 lenvatinib (Lenvima®)，可延長整

體存活期，但須注意 lenvatinib只能用在Child-Pugh A的病人，不

像 sorafenib不管Child-Pugh A或B都可以用。對於治療失敗的病人

可選擇二線用藥 regorafenib (Stivarga®)、ramucirumab (Cyramza®)

及免疫療法的nivolumab (Opdivo®)和pembrolizumab (Keytruda®)，

除了nivolumab無論Child-Pugh A或B都可以使用外，其他藥品都

只能用在Child-Pugh A的病人，對於甲型胎兒蛋白 (α-fetoprotein, 

AFP) 大於400 ng/mL的患者，建議優先使用 ramucirumab來治療；

另外 thalidomide雖然沒有肝癌的適應症，但因具有抗血管新生的

效果，且有文獻證實其療效，故現在臨床上為off-label use。

2019年獲 FDA及TFDA核准的 cabozantinib和 regorafenib類

似，同樣為廣效型 tyrosine kinase inhibitor，可抑制VEGFR 1 & 2 & 

3、MET及AXL等proinvasive receptor tyrosine kinase來阻斷癌細胞

生長訊息傳遞，根據 2018年一項隨機雙盲的第三期試驗，將 707

名以 sorafenib治療失敗的病人以 2：1分成每日給予 cabozantinib 

60 mg的實驗組及給予安慰劑的對照組，該試驗每 8週追蹤 1次治

療效果，primary endpoint為總體存活期中位數，cabozantinib組

為10.2個月，安慰劑組則為8個月 (HR：0.76, 95% CI：0.63-0.92, 

p =0.005)；secondary endpoint則為無疾病惡化存活期中位數，分

別為5.2和1.9個月 (HR：0.44, 95% CI：0.36-0.52, p < 0.001)，以上

結果顯示 cabozantinib的確有其療效。Cabozantinib組常見的不良

反應為手足症候群 (17%)、高血壓 (16%)、肝指數上升 (12%)、疲

倦 (10%) 和腹瀉 (10%)，發生率約為安慰劑組的2倍。該試驗顯示

cabozantinib可作為肝癌的二線用藥，為一線藥物治療失敗的病人

提供更多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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