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藥師週刊

退 件 請 退 回

新 莊 郵 局

◎文╱藥師蕭力禓

針對藥事法第 103條第 4項，

考選部草擬了「中醫師處方藥品

調劑人員考試辦法」，事件還未平

息，7月 21日中醫藥司召開會議

「研商建立中藥販賣專技人員制

度」，會中擬定該專技人員名稱是

「中藥材販賣士」。想把中藥一分

為二，中藥材的供應、管理，甚

至用於保健照護相關業務，變成

「中藥材販賣士」的執掌業務。

在此呼籲全國藥師，應該堅

決反對建立此類專技人員，原因

有三，第一，論必要性：中藥材之

處理、加工、供應與其管理，既

有中藥商已能執行，無新生之必

要。而草案中描述此類人員的功

能包含「中藥材辨識」，這由溯源

管理及邊境管控來把關即可，於

使用端才進行中藥材辨識，實屬

本末倒置；又以新生專技人員的方

式更是多此一舉。主管機關若落

實中藥材管理，做好藥品分級，

明確區分供食品使用，及做為藥

品管理之規範，在醫療與養生間

畫清界線。屆時中藥販賣業者可

以轉為食品販賣業者，提供不涉

及醫療的養生藥膳，而涉及醫療

的中藥則歸藥師管理。如此販賣

業與藥師能各司其職，販賣業做

好供應者，而藥師做好藥品管理。

第二，論功能性：此類人員

於法不符。專技人員設立的要件

是「其所從事之業務，與公共利

益或人民之生命、身心健康、財

產等權利有密切關係」（專門職業

及技術人員考試法第二條）。承如

前述，藥、食明確區分，「販賣」

不涉及醫療，是為商業行為，不

符合設立的要件。若涉及醫療行

為，既有中醫師、藥師為合法之

專技人員，新設此類人員根本是

疊床架屋，浪費資源。

第三，論危害性：中藥材應

用於醫療與養身間的界線，尚未

畫定清楚，使販售與治療之間的

拿捏模糊不清，難保未來此類人

員在「販賣」過程中，不涉及醫

療行為。這影響的不只是民眾對

中醫藥的信賴，更直接影響民眾

的生命安全。

基於上述三點原因，在中

藥尚未建立藥品分級制度前，不

宜新增此類人員。此類人員若誕

生，只會造成藥政管理紊亂，變

成藥師的另一個夢魘。然而中醫

藥司對此似乎有恃無恐，想蠻橫

推行。中醫醫藥分業、中藥藥品

分級，最重要、最基本的，中醫

藥司不做，然後現在想新設一個

專技人員來補破口。藥師們此時

若不醒悟，等哪天中藥材販賣資

格被剝奪、中藥調劑權被侵蝕，

能做的中藥業務還剩下什麼？

全聯會應該盡快擬定共識及

策略，團結反對建立「中藥材販

賣士」，並遊說立委修正藥事法

第 103條，利用各種管道抗議、

陳情，甚至不排除號召罷工、走

上街頭，進行激烈抗爭。藥品的

管理與調劑權，是藥師的核心業

務，一點也不能讓！

【本刊訊】中華郵政公司於

7月 21日，在郵政博物館舉辦防

疫郵票發行典禮，由該公司董事

長吳宏謀主持，行政院院長蘇貞

昌、政務委員唐鳳、交通部長林

佳龍、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指

揮官陳時中、經濟部政務次長曾

文生與防疫國家隊代表共同為活

動揭幕。

蘇貞昌頒發防疫紀念郵票贈

予藥師公會等防疫國家隊代表，

向防疫人員表達謝意。藥師公會

全聯會由常務理事葉人誠代表受

獎。蘇貞昌表示，郵票是國家的

名片，這次中華郵政發行防疫郵

票，不僅展現出台灣的美學藝

術，更傳達出此次台灣對於疫情

的重視、記錄下台灣在防疫中的

過程與辛苦。

中華郵政指出，此次發行的

郵票為1套2枚，採橫聯刷設計。

為響應政府的防疫措施，兩枚

郵票中間加上「團結防疫，戰勝

病毒」、「Taiwan Can Help」的過

橋。其中，面值 13元的郵票，以

地球經緯線象徵疫情蔓延全球，

醫護、環境消毒人員及民眾的圖

像，則有全世界共同投入防疫行

動的意涵；面值 15元的郵票，分

別以防疫物資有效率地生產與配

送、病毒檢測與疫苗研發，以及

配合居家檢疫或隔離、搭乘大眾

運輸戴口罩、勤洗手等畫面，展

現全民團結防疫的決心。

蘇貞昌說，隨著疫苗的研

發，疫情總有一天會過去，當未

來疫情遠去，我們再翻開手上的

這兩張郵票，就會想起自己也曾

經為這件事情貢獻心力，這也是

今日兩張小小的郵票所蘊含的大

大意義。

重點
推薦

中藥房為傳承努力?
正視中藥教考訓用

中藥學堂
冰片的本草研究

臨床藥學大觀園
新冠肺炎疾管署臨床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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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郵政公司於7月21日，在郵政博物館舉辦「防疫郵票發行典禮」，全聯會常務理事葉人誠（左五）代
表參與典禮。

調劑權是藥師核心業務 不能讓！
反對《中醫師處方藥品調劑人員考試辦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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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聯會至苗栗頒感謝狀 表揚有功藥師 

藥事人員戒菸衛教師 複訓課程開跑 

◎文╱苗栗縣記者顏群芳

為感謝全國藥師在新冠肺炎

疫情期間，不畏艱難、堅持站在

第一線，協助政府執行口罩實名

制的政策，藥師公會全聯會理事

長黃金舜，接連親自造訪全國各

縣市，嘉勉藥師的辛勞，在 7月

20日，理事長風塵僕僕的來到苗

栗，展開感謝之旅。

當天一早，黃金舜在苗栗

縣公會理事長陳秋鎮陪同下，先

到衛生局拜會衛生局長張蕊仙及

藥政科長簡素華，感謝他們在疫

情期間對藥師的關心，並贈送口

罩給藥局，同時爭取經費補助購

買讀卡機，成為藥師最堅強的後

盾，讓藥師也能無後顧之憂，全

心全力來守護縣民的健康。

黃金舜隨後前往社區藥局頒

發口罩實名制感謝狀，由通霄鎮吉

泰藥局藥師胡敏東，及苑裡鎮國豐

藥師健保藥局的藥師陳嘉明代表

接受表揚，感謝他們的付出與辛

勞。胡敏東在疫情期間，常在公會

群組提出有建設性的言論，積極

爭取藥師的權益，來減輕藥師的負

擔。陳嘉明本身是身障人士，也義

不容辭的加入口罩販賣行列，剛開

始雖然有點辛苦，但後來有里、鄰

長協助找志工幫忙，才能使命必

達，讓民眾都能心滿意足的領到口

罩，安心過日子。

在國外疫情死灰復燃的情況

下，台灣還能保有正常的生活，

並陸續出現報復性消費、旅遊的

熱潮，這都得歸功於全民防疫的

成果。這過程當中，藥師有幸也

參與其中，扮演著關鍵的角色，

讓民眾感受到「有藥師，請安

心」，未來，希望延續這股力量，

讓藥師持續守護全民的健康。

◎文╱嘉義市記者商錦文 
藥師公會全聯會舉辦109年度

藥事人員戒菸衛教師複訓課程，

於 7月 5日在中山醫學大學附設醫

院大慶院區國際會議廳舉行。邀

請國民健康署戒菸衛教師暨諮商

心理師李佳雯講述「戒菸服務實

務推動經驗分享」。參加者包含任

職於醫院、診所和社區藥局的藥

師，於 101至 104年有上藥事人員

戒菸師資課程，並取得證書的藥

師戒菸衛教師共23位。

李佳雯表示，戒菸衛教師要

因地制宜，依團體特性的不同，

彈性變通，發揮創意尋找認同。

她建議，談論經驗分享時，有過

來人現身做見證的分享是最有說

服力的。

戒菸衛教師可以做的事，包

括：（一）充分說明戒菸的歷程、

提供經驗作佐證，用同理心來處

理事件，適時的給予讚美和鼓

勵。（二）持續的關注戒菸者的戒

菸動機，遭逢情緒低落時，要協

助找出導致的原因，和幫助度過

關卡。（三）和戒菸者一起討論，

找出適合的方式，是最有幫助的

方式。

課程中，講師以輕鬆活潑的

語調，來鋪陳講解緊湊的內容。

分組討論是課程的另一段高潮，

成員分為：1.國高中校園戒菸班。

2.社區（大型宣導：含非吸菸者）。

3.社區戒菸班。4.職場（大型宣

導：含非吸菸者）。5.職場戒菸班

等五組。分別各自討論、製作簡

報 PPT、推派代表上台報告，分

享各組的結論。當自己是這個族

群的戒菸衛教師，要如何來做戒

菸衛教？各組勸進戒菸的方法不

同，有的用溫情策略、發獎金、

也有用驚嚇、恐嚇的方式，各憑

本事，最後再由講師做講評、指

導和結論。課程在大家意猶未盡

和獲益良多的掌聲中畫下句點。

種籽師資證書效期為3年，凡

於 101至 104年有上藥事人員戒菸

師資課程，並取得證書的藥師戒

菸衛教師，需於110年底前參與一

次複訓課程，以延續師資資格。

108年取得戒菸師資證書者，需於

111年底前參與 1次複訓課程。有

關藥事人員戒菸衛教師認證資格

疑慮者，歡迎電洽 02-25953856*7

戒菸小組。

小小藥師體驗營 從體驗來認識藥師
◎文╱新北市記者張均儀

自從口罩施行實名制以來，

民眾對於住家附近的藥局都非常

熟悉，雖然有些人可能久久才去

藥局領口罩，藥局的藥師卻依然

每天都在為大家服務，對於社區

藥局的藥師工作內容，不曉得又

了解多少呢？

今年新北市政府衛生局為了

能讓大眾更了解社區藥師的日常

工作，特別與新北市藥師公會共

同舉辦 100場用藥安全宣導，其

中針對國小生舉辦「小小藥師體

驗營」活動，選在三峽「有新藥

局」、中和「家嘉藥局」以及土

城「心中外藥局」三家社區藥局舉

辦。

活動中，藥師說明從拿到

處方箋、審查處方內容、調劑藥

品、核對藥品內容、給藥並交代

用藥方式與疾病衛教，藥師是如

何在調劑中，完成三讀五對與交

付藥品的工作，並且讓小朋友用

兒童維他命，模擬藥師調劑包藥

與磨粉的過程。

有鑒於多數民眾都不清楚藥

局，其實也有兼營中藥業務，為

了讓大家能了解，不管西藥、中

藥都可詢問社區藥局藥師。此次

活動設計，有小朋友自行DIY調配

中藥防蚊包的活動，過程中藥師

會講解每種中藥材的功效，並讓

小朋友自行秤重與包裝，完成的

防蚊包可以帶回家使用。半天的

行程結束後，還領到印有自己相

片的小小藥師認證書。

新北市藥師公會理事長陳昭

元表示，今年首度與新北市衛生

局合作試辦「小小藥師體驗營」，

讓學童化身小小藥師，親身體驗

藥師的工作日常，從中學習用藥

安全的觀念，並與家人分享體驗

的心得，進而提升家庭自我照護

能力。透過此寓教於樂的方式，

不僅傳達藥師專業的形象，亦拓

展民眾用藥安全的認知。

← 理事長黃金
舜於7月20
日到苗栗縣
吉 泰 藥 局
（左 圖）、
國豐藥師健
保藥局（右
圖）頒感謝
狀，嘉勉藥
師的辛勞。

↑新北市政府衛生局與新北市藥師公會舉辦「小小藥師體驗營」活
動，模擬藥師調劑包藥的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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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載中藥房為傳承努力?請正視中藥教考訓用

竹市智慧醫療 邀藥師提前部署e照護
◎文╱藥師丁冠玉

為促進新竹市發展智慧醫療

健康照顧，竹市衛生局於 7月 17

日舉辦「健康 e起來─新竹市智

慧醫療論壇」，針對慢性病智慧照

護、兒少健康、智慧減重及營養

管理、遠距長照等四主題，首度

創立「在地化」智慧醫療領域產、

官、學的交流平台，邀請各領域

專家分享研究成果。

此智慧醫療論壇也同步於網

路社群平台直播，邀請新竹市藥

師公會會員線上與會，可持續留

言提供藥學專業意見，更能守護

民眾健康。

衛生局長王宗曦表示，竹市

為科技城，推出全台衛生局首創

智慧客服工具，主要是新冠肺炎

疫情嚴重時，提早啟動讓智慧工

具應用於通訊診療、竹市口罩地

圖服務各年齡層的民眾。未來導

入更多智慧工具系統，建立全面

的健康照顧，因此需要藥界專業

投入，共同打造智慧科技城。

理事長柯廷佳表示，藥師不

只在醫療或健康照顧提供專業諮

詢，未來結合智慧工具提供健康照

顧，可以進步至預防醫學階段，針

對危害因子提前部署防禦機制，讓

民眾避免或延緩好發之疾病，擁

有健康人生。

副市長沈慧虹蒞臨，勉勵

「接地氣」的雲端科技在地運用，

才能讓智慧產業永續發揮最大效

益。此論壇以慢性病照護、兒少

健康、營養管理、遠距長照等四主

題，期待透過與談專家交流互動，

及線上討論碰撞出更多具臨床應

用可行性的醫療科技，分享內容如

下：慢性病是影響國人健康主要

因素，智慧醫療用智慧工具如APP

等，及早介入檢測照護，降低頻繁

往返醫院次數，提升生活品質。

衛生局推出A3（台語會瘦：ㄟ

散）智慧減重工具，成為全台衛生

局第一個搭載AI掃描與營養衛教

的智慧減重工具，以往採用飲食

流量表搭配體重變化，現在即時

掌握使用者飲食內容，避開使體

重上升的地雷食物，有效提升體

重控制成效。有興趣的藥師也可

詢問三區衛生所了解A3實體課程。

搜尋關鍵字「竹市智慧醫療

論壇」或「新竹市健康好讚」，

此次直播可持續在網路上收看、

留言，歡迎藥師意見回饋。未來

政策規畫面向：民眾就醫、長照

服務、心理健康、預防保健、傳

染病防治、食安防護及兒童幸福

等，積極發展智慧健康服務，這

些領域的重要性不能少藥師，歡

迎藥師隨時上線提供寶貴意見。

◎文╱台中記者黃寶珠

根據6月18日監察委員新聞稿

指出，為健全我國中醫藥發展，

解決國內傳統中藥行逐漸凋零危

機，監察院就衛福部近 4 0年來

之消極怠惰提出糾正。並就考選

部未依法辦理相關國家考試等怠

失，要求考試院督飭。

監察院於日前調查傳統中藥

行，疑因藥事法修法配套不全，

導致中藥行凋零、家數腰斬。對

此，監察院除對衛生福利部提出

糾正，也要求考選部積極辦理中

藥調劑人員考試，想藉此振興傳

統中醫藥產業。

對此案件，考選部竟規畫《藥

事法第103條規定之中醫師處方藥

品調劑人員考試辦法》草案，既然

是國家考試、且牽涉到中醫師處方

及藥品調劑，在研擬草案時為何獨

落藥師公會全聯會？是保障全體民

眾的用藥安全重要？亦或，振興傳

統中藥產業重要？

衛福部於民國 82年修正藥事

法第103條，修法訂定傳統中藥業

者的落日條款，凡是82年2月5日

以前合法經營中藥房的業者（經中

央衛生主管機關審核，予以列冊

登記者），都可以繼續中藥材販賣

業務。並於 87年再次修正內容，

但卻推翻原先第103條中藥商落日

條款之立法旨意。後經最高法院

檢察署特別偵查組介入調查後發

現弊案，此弊案也於 106年 9月 26

日台灣高等法院更三審宣判，詳

細刑事判決書於司法院系統可查

閱全文，相關的立法歷程也於立

法院法律系統可查。

自 82年至今，近 30年光陰，

15000家傳統中藥業者，若有心

持續家業、傳承中藥販賣業務，

應該努力栽培下一代，考進藥學

系、中醫系，一起來讓中藥發光

發大。當然，目前也有許多中藥

房第二代努力的加入藥師與中醫

師行列，甚至有二代藥師結合現

代，把原來家業發揚光大，是值

得所有中藥房業者來學習的。

建議政府，現在該做的是鼓

勵中藥行栽培下一代，經由正規

「教考訓用」來取得藥師資格得以

執業，或者依法聘用藥師或中醫

師執業，才能根本且健全我國的

中醫藥發展，進而解決傳統中藥

房凋零的危機，且才能與世界接

軌。

高雄市會員代表大會 輔具新機制引發關注
◎文╱藥師羅旭峯

高雄市藥師公會第 14屆第二

次會員代表大會於7月12日召開，

社會局股長林同選、全聯會總顧問

李蜀平、監事會召集人劉典謨、常

務理事李炳鈺蒞臨指導。會中，社

會局的輔具新機制宣導，引發在場

代表的關注，也在熱烈的意見交流

下，使得會議熱鬧許多，並在和樂

平順的氣氛中圓滿結束。

理事長施坤鎮表示，感謝

防疫期間社區健保藥局的辛勞，

公會在口罩實名制防疫措施期滿

100天的紀念日，率領幹部登門致

謝。也感謝市府的大力幫忙，陸

續幫健保特約藥局爭取到防疫口

罩、讀卡機補助及水電的優待等

回饋事項。並感謝會員代表們的

愛護、鞭策、配合，使會務得以

正常有效率的運作。

林同選特地親自感謝公會在

年初，協助社會局辦理「獨居老

人圍爐與年菜活動」，而此次防疫

工作的順利成功，公部門依賴社

區藥局發揮最大功能，藥師是不

可抹滅的角色。反觀美國至今疫

情一發不可收拾，管制後的經濟

呈現無工作、沒收入、沒飯吃，

所以台灣是很慶幸的。他也藉此

宣導輔具代償墊付機制，高市府

已跟200家合格指定商家合作，其

門前貼有坐輪椅標章圖樣方便識

別，可大大便利有需要的市民，

民眾只需繳自付額，其他政府該

補助的額款部分，由合作的商家

向社會局代為申請及跑流程。

理事黃芬民補充說明，去

年 108年輔具代償墊付政策已新

修法，有意願承辦業務之店家，

全國一致性皆需上完 30個小時的

輔具規畫課程，在課後考試通過

後，向輔具中心提申請簽約即成

為提供輔具的店家。 

有鑑社區藥局平常與民眾

互動良好，諸如藥物諮詢、用藥

安全及衛教宣導等，防疫期間角

色表現更深植民心，是社區真

正的好鄰居。攸關市府輔具代償

墊付服務點的開課之時程、地點

活動，及相關的注意事項等資訊

資料，應多提供給公會轉傳給會

員，對有興趣拓展服務項目的藥

局，可及早取得符合條件資格，

俾益便利服務客群。

（本文作者為高雄市藥師公會

常務理事）

← 竹 市 衛 生 局
於 7 月 17 日
舉辦「健康e
起 來 ― 新 竹
市 智 慧 醫 療
論壇」。左 4
為 衛 生 局 長
王宗曦、左5
副 市 長 沈 慧
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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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UDIENCE: Patient, Health Professional, 

Pharmacy 

ISSUE: FDA is warning health care 

p r o v i d e r s  t h a t  c o - a d m i n i s t r a t i o n  o f 

remdesiv ir  and chloroquine phosphate 

or  hyd roxych loro quine  su l f a te  i s  not 

recommended as it may result in reduced 

antiviral activity of remdesivir.

The agency is not aware of instances of 

this reduced activity occurring in the clinical 

setting but, is continuing to evaluate all data 

related to remdesivir.

BACKGROUND: Following an evaluation 

of the emergency use authorization criteria 

and the scientific evidence available, the FDA 

issued an emergency use authorization (EUA) 

in May 2020 allowing for remdesivir to be 

distributed in the U.S. and to be administered 

intravenously by health care providers, as 

appropriate, to treat suspected or laboratory-

confirmed COVID-19 in adults and pediatric 

patients hospitalized with severe disease. 

The safety and efficacy of  remdesivir for 

the treatment of COVID-19 continue to be 

evaluated, and preliminary clinical trial results 

have shown that on average, patients treated 

with remdesivir had more rapid time to 

recovery.

R E C O M M E N D A T I O N :  I t  i s 

recommended that health care providers 

read the most up-to-date fact sheet when 

prescribing remdesivir. These fact sheets 

include information on possible side effects 

such as: increased levels of liver enzymes, which 

may be a sign of inflammation or damage to 

cells in the liver; and allergic reactions, which 

may include low blood pressure, high heart rate, 

low heart rate, shortness of breath, wheezing, 

angioedema (for example, lip or tongue 

swelling), difficulty swallowing, rash, nausea, 

vomiting, sweating, shivering and respiratory 

distress.

Read more about the MedWatch Safety 

Alert, including a link to the FDA Drug Safety 

Communication, at: 

https://www.fda.gov/safety/medical-

product-safety-information/remdesivir-

gilead-sciences-fda-warns-newly-discovered-

potential-drug-interaction-may-reduce?utm_

c a m p a i g n = F D A % 2 0 M e d Wa t c h % 2 0

R e m d e s i v i r % 2 0 b y % 2 0 G i l e a d % 2 0

S c i e n c e s % 3 A % 2 0 F DA % 2 0 Wa r n s % 2 0

of%20Newly&utm_medium=email&utm_

source=Eloqua

美國 FDA提醒醫療專業人員，不建

議將 remdesivir與 chloroquine phosphate

或 hydroxychloroquine sulfate併用，因

在體外試驗中發現，此併用可能導致

remdesivir的抗病毒活性降低。美國FDA

尚無法得知臨床實際合併使用時，此抗

病毒活性降低是否會降低，與 remdesivir

相關的資訊仍持續評估中。

根據緊急使用授權（emergency use 

authorization, EUA）之標準及相關科學

證據，美國 FDA在 2020年 5月發布緊

急使用授權，允許 remdesivir在美國使

用，由醫療專業人員於適當情況下使用

remdesivir靜脈注射，治療疑似或檢驗結果

證實因COVID-19感染而住院之嚴重成人和

兒童患者。Remdesivir之安全性和療效仍持

續評估中，初步臨床試驗結果證實，接受

remdesivir治療的患者平均恢復時間更快。

建議醫療專業人員在處方 remdesivir時

閱讀最新的仿單或藥品使用說明。這些使

用說明包含可能出現的副作用，例如：肝臟

酵素數值上升（可能為肝細胞受損或發炎之

徵兆）；和過敏反應（徵兆包括低血壓，心

跳太快或太慢，呼吸急促，喘鳴，血管性

水腫（例如嘴唇或舌頭腫脹），吞嚥困難，

皮疹，噁心，嘔吐，出汗，發抖和呼吸困

難。

更多相關訊息與連結請參考FDA網址：

https://reurl.cc/pdzajQ

資料來源：美國FDA之藥物安全警訊
資料提供：台大醫院藥劑部

Remdesivir by Gilead Sciences: FDA Warns of Newly Discovered Potential 
Drug Interaction That May Reduce Effectiveness of Treatment

藥物警訊
[Posted 06/15/2020]

藥師公會全聯會40週年會慶暨國際研討會  採網路報名
● 2020年為藥師公會全聯會成立屆滿40週年，對於照護
全民健康，守護用藥安全的藥師具有深遠意義。本會藉

此機會舉辦國際研討會，敬邀全國各界共同參與，並希

望以研討會方式增進國際交流與專家分享各國經驗，本

次研討會因疫情關係，邀請之國外講者將以預錄方式分

享，而台灣講者則現場演講與分享，惠請公告研討會相

關訊息，並轉知相關人員報名參加。

一、 報名資訊：1. 研討會時間：9月5日 (六 )。2. 研討
會地點：台北圓山飯店V樓敦睦廳（台北市中山區中
山北路四段一號）。3. 報名人數：150人 。4. 報名

方式： 7/20(一 )統一網路報名 (https://
reurl.cc/GV31AA)，名額有限，額滿為
止。5. 報名問題，請聯絡：02-2910-
1782 柯宜均小姐。6. 相關詳細資訊請
至網站查看，網址https://2020pharmacist.blogspot.
com/。7. 研討會費用：免費。8. 學分申請：本會將研
討會結束後1個月內上傳藥事人員學分積點至衛生福
利部繼續教育積分管理系統。

二、 其他研討會相關事宜：請Email：ftpa01@taiwan-
pharma.org.tw 或致電02-25953856 分機117 張小姐

藥師公會全聯會 公告
《109年度用藥整合服務之五小時實務課程》
時間：109年8月23日 (日 )上午10:00
地址：藥師公會全聯會第一會議室

　　　（台北市中山區民權東路一段67號5樓）
名額：30人
報名方式： https://www.beclass.com/

rid=2443d125f17a931e1dcd
欲知本課程相關事宜，可電洽02-2595-
3856轉112李專員。

藥 師 週 刊

108年合訂本
每本售價一○○○元。

郵政劃撥：１９６１４３５１

戶名：社團法人中華民國

　　　藥師公會全國聯合會

限量
發行

（贈送107年合訂本）
買一送一

送完為止

藥師週刊電子報免費提供藥師閱讀

【本刊訊】藥師週刊除發行印刷紙本外，亦有免費
電子報提供藥師閱讀，歡迎全國藥師訂閱。訂閱
方式：
(1) 請將您e-mail信箱、姓名、連絡電
話，傳至pharmist@seed.net.tw並
註明「訂閱藥師週刊電子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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謊稱「健保卡將被停卡」的電話 秒被戳破

協調口罩自由市場 藥局不缺席

◎文╱台南記者黃大晉

這陣子打到藥局詢問口罩相

關問題的電話不少，這天，藥局的

電話聲又響起，一接聽起來，語音

傳來「您好，中央健保局提醒您，

經過電腦判定，您的健保卡有違規

使用的情形發生，即將停卡，請盡

速向健保局說明，如有疑問，請按

9，由客服人員為您服務，請按9，

由客服人員為您服務」。

六月中旬的某一天，這樣的

詐騙電話打到社區健保藥局，健保

藥局是與健保業務最有直接相關的

人，自然不會上當，再仔細看來電

顯示的號碼為 0027226259687，是

屬於境外打來的電話，也是詐騙集

團最常使用的通訊方式，藥師隨即

通報藥師公會轉知所有藥局會員注

意。

台南市藥師公會旋即製作呼

籲，民眾勿上當受騙的宣傳單張，

也再次呼籲民眾不要因一時心急而

受騙，類似的電話，應直接向中央

健保署各分局求證，千萬不要直接

就在電話中回應處理，以免一步步

掉進歹徒的圈套而受騙上當。

◎文╱基隆市記者楊博仁

六月一日開放口罩自由販賣市場，面

對超商等通路的優勢，挾著全台分布的優勢

和議價能力，社區藥局儼然成為弱勢族群。

因此，舉凡口罩大廠，對於口罩提供的日期

和數量，皆無法給予自營的社區藥局任何保

障，造成藥師們的無助和恐慌感，紛紛期待

能夠有突破困境的方式，而紛紛求助公會。

基隆市藥師公會理事長黃瓊瑜，她本

身也是社區藥局的藥師，對於這份無力感也

能感同身受，因此在開放口罩自由販賣的前

幾天，她會同公會幹部研議討論解決方式，

期望基隆近百間參與實名制口罩販賣的藥

局，這些為國家勞心勞力的藥師會員們，也

能夠搶在第一波，提供社區民眾最安心的國

家口罩隊生產的優良口罩。

黃瓊瑜及幹部主動出擊，聯絡位於基

隆市七堵區的口罩國家隊順易利公司，本

著在地相挺，共創三贏的共識，用最快的速

度，將原本能夠外銷的口罩，優先提供給所

有在基隆，參與口罩實名制的社區藥局，讓

社區藥局藥師，能夠順利在六月的第二週，

讓民眾比超商預購，更優先的取得自費口

罩，寄給國外焦急的親朋好友等需求，大幅

提升民眾對於基隆社區藥局服務的速度、深

度及滿意度。
↑基隆市藥師公會理事長黃瓊瑜（左二）及幹部協調

口罩自由市場，讓藥局不缺席。

↑假藉健保局名義說健保卡即
將被停卡的詐騙電話，開頭
為 002 是屬於境外打來的電
話，請民眾不要受騙上當。

基隆市
藥師公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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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邱勇嘉

冰片在中藥書籍常被歸類在開竅藥物，具有開竅

醒神、清熱止痛及防腐生肌的功效。在古本草醫書典籍

稱 「龍腦香」，首見於《名醫別錄》，後收載於《新修本

草》，隨後皆以龍腦香命名，至《本草綱目》開始才有冰

片腦，或雲梅花腦的名稱出現，直到《本草備要》才明

確有「冰片」一詞出現，詳細可見表一。

冰片的本草考察及現代研究(１)

◎文╱黃聿璿

2019年 12月底，中國湖北

省武漢市出現不明原因感染的肺

炎案例，初期受感染者與當地

的華南海鮮市場有關，臨床表

現包含發燒、乾咳、倦怠等，

中國疾病預防控制中心於 2020

年 1月 9日公佈其病原體為新型

冠狀病毒。隨著感染人數不斷

增加，案例遍及中國各省、香

港、臺灣與歐美各國，世界衛生

組織（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WHO）於 2020年 1月 30日公佈

此為一公共衛生緊急事件，2月

11日將此新型冠狀病毒所造成

的疾病稱COVID-19（coronavirus 

disease-2019）。截至 2020年 6月

底止，全球已超過 1千萬例確

診，累積50多萬例死亡；臺灣累

計429例確診，7例死亡。

中國疾病管制署與香港大

學等多位學者蒐集中國最初確

診的 425位案例的流行病學訊

息，利用統計模型來分析新冠肺

炎的流行病學特徵與其傳播動

態。結果顯示，新冠肺炎潛伏

期（the incubation period，從暴

露感染到出現症狀那一天的時

間）約5.2日（95 % CI 4.1-7.0），

第 95百分位為 12.5天（95 % CI 

9.2-18）。發病世代間隔（serial 

interval，從第 1波感染到第 2波

感染出現的間隔時間）的平均天

數（±標準差）為7.5±3.4天（95 

% CI 5.3-19）。依據發病世代間

隔天數得基本再生數（the basic 

reproductive number, R0，指一

個確診病人在整個病程中平均可

傳染多少人。若R0 <1，疾病會

消失；若R0 >1，疾病會指數散

佈，當R0越大，疫情達到波鋒

的時間會越快且集中）為 2.2，

顯示新冠肺炎可能造成大流行。

從流行曲線（epidemic curve）時

序來看，1月 1日以前確診病例

幾乎都有華南海鮮市場暴露史，

到後期病例與跟華南海鮮市場幾

乎沒有關聯來看，可清楚發現人

傳人的模式。作者認為研究初步

估計的結果可以支持目前為期

14日的隔離觀察期的規定，後

續須監測不同族群（年輕族群、

醫療工作者等）裡的流行特徵與

流行動態、分析特定場所的人傳

人模式，以及血清檢查是否可用

來診斷無症狀感染（subclinical 

infection）等，並找到有效方法

來降低社區傳播的風險。

面對全球疫情尚未緩解，

用於新冠肺炎預防及治療的疫苗

與藥物是後續防疫工作的重要

利器。各國藥廠積極投入疫苗開

發，多種候選疫苗即將進入第

二期臨床試驗；臺灣國衛院和

國內藥廠各別開發之疫苗也預

計在今年底前進入臨床人體試

驗。藥物部分，已有多種治療新

冠肺炎的藥物正進行臨床試驗

中，包括 remdesivir、lopinavir/

ritonavir合併 interferon-α/β和

hydroxychloroquine等，有部分

試驗結果已經發表。根據最新臨

床試驗結果，臺灣疾病管制署新

型狀冠病毒感染臨床處置暫行指

引第七版建議，經主治醫師評估

後，嚴重肺炎早期治療的建議

藥物為 remdesivir，成人劑量第1

日靜脈滴注200 mg，第2至10日

則靜脈滴注100 mg。治療時已使

用呼吸器或 ECMO 之病人療程

最長10天，未使用者為5天，可

視臨床狀況延長至 10天。照護

疑似新冠肺炎個案時，必須積極

進行感染預防與控制病毒傳播。

台灣在政府與全民的努力下防疫

有成，相信在產官學齊力合作之

下，疫苗與藥物將指日可待。

參考資料：

1. Qun Li, Xuhua Guan, Peng Wu, et 

al. Early transmission dynamics 

i n  Wu h a n ,  C h i n a ,  o f  n ove l 

coronavirus-infected pneumonia. 

N Engl J Med 2020;382:1199-1207.

2. 行政院衛生福利部疾病管制

署。新型狀病毒 (SARS-CoV-2) 

感染臨床處置暫行指引第七版。

（本文作者為臺北榮民總醫院藥

學部臨床藥師／國立陽明大學藥

理所臨床藥學組碩士）

新型冠狀病毒之傳播隔離預防與

疾管署臨床處置現行建議

《御藥之道》

表一　古代典籍對冰片之描述。

書　名 名　稱 描　　述

名醫別錄
龍腦香及

膏香

味辛、苦，微寒，一云溫，平，無毒。主治心
腹邪氣，風濕積聚，耳膚翳。出婆律國，形似
白松脂，作杉木氣，明淨者善；久經風日，或
如雀米炭、相思子貯之，則不耗。膏，主耳
聾。又，龍腦治婦人難產，取龍腦研末少許，
以新汲水調服，立瘥。

新修本草
龍腦香及

膏香

味辛、苦，微寒，一云溫，平，無毒。主心腹
邪氣，風濕積聚，耳聾，明目，去目赤膚翳。
出婆律國，形似白松脂，作杉木氣，明淨者
善；久經風日，或如雀屎者不佳。雲合粳米
炭、相思子貯之，則不耗。膏主耳聾。樹形似
杉木，言婆律膏是樹根下清脂，龍腦是樹根
中乾脂。子似豆蔻。皮有甲錯，香似龍腦，味
辛，尤下惡氣，消食，散脹滿，香人口，舊雲
出婆律國，藥以國為名也。亦言即杉脂也。江
南有杉木，未經試造，或方土無脂，尤甘蕉比
聞花而無實耳。

本草蒙荃 龍腦香
龍腦香即冰片，味辛、苦，氣溫、微寒。無
毒。來從海舶，出自波斯。木直長類杉，皮有
甲錯；枝傍生發葉，背白正圓。

本草綱目 龍腦香

片腦《綱目》、羯婆羅香《衍義》，膏名婆律
香。時珍曰︰龍腦者，因其狀加貴重之稱也。
以白瑩如冰，及作梅花片者為良，故俗呼為冰
片腦，或云梅花腦。番中又有米腦、速腦、金
腳腦、蒼龍腦等稱，皆因形色命名，不及冰
片、梅花者也。清者名腦油，《金光明經》謂
之羯。恭曰︰龍腦是樹根中乾脂。婆律香是根
下清脂。舊出婆律國，因以為名也。

雷公炮製

藥性解
冰片

味辛苦，性溫無毒，入肺肝二經。主心腹邪氣
積聚，喉閉乳蛾，舌腫，痔瘡，通九竅，消風
氣，明耳目，殺諸蟲，解蠱毒。又主小兒驚
癇，大人痰迷。按：冰片之辛，本入肺家，而
肝則受克者也，故兼入焉。主治諸症，俱是氣
閉生熱。而冰片則辛散之極，開氣如反掌，故
多用之，然亦從治之法也。世俗因其主用，遂
疑其性寒，輒與麝香同用，以為桂附之助，獨
不計人身陽易於動，陰易於虧。丹溪之訓，詎
可忽諸。

本草備要 冰片

一名龍腦香。宣，通竊，散火辛溫。香竄善走
能散，先入肺，傳於心脾而透骨，通諸竅，散
鬱火。治驚癇痰迷東垣曰：風病在骨髓者宜
之。若在血脈肌肉，反能引風入骨，如油入
面，目赤膚翳乳調日點數次。王節齋曰：冰片
大辛熱，用之點眼，取其拔出火邪。蓋火鬱發
之，從治法也。世人誤以為寒，而常用之。遂
致積熱害目，故云眼不點不瞎者，此也，耳聾
鼻息鼻中息肉，點之自入，皆通竅之功，喉痺
舌出散火，骨痛齒痛治骨，痘陷豬心血作引，
酒服或紫草湯服，引入心經能發之產難，三蟲
五痔王綸曰：世人誤以為寒，不知辛散性甚，
似乎涼耳。諸香皆屬陽，豈有香之至者，而反
寒乎?昂幼時曾問家叔建侯公云：姜性何如？
叔曰：體熱而用涼。蓋味辛者多熱，然辛熱
必借辛以散之，風熱散則涼矣。此即本草所云
冰片性寒之義，向未有發明之者，附記於此。
出南番，云是老杉脂。以白如冰、作梅花片者
良以杉木炭養之則不耗，今人多以樟腦升打亂
之。

（待續）

（本文作者為前衛生福利部中醫藥司助理研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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