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藥師週刊

退 件 請 退 回

新 莊 郵 局

【本刊訊】新北市藥師公會於

9月 2日接獲藥師的通報，加利八

里廠所出貨的實名制口罩混入中

國製口罩。藥師公會全聯會感謝

第一線的健保藥局藥師把關，才

揪出這次口罩廠，以非醫用口罩

混充實名制醫用口罩銷售。

食品藥物管理署指出，接獲

新北市三重區藥師發現，收到來

自加利八里廠出貨之實名制口罩

一箱共 36包，其中 1包附有安徽

製等簡體字樣標籤，經新北市藥

師公會通報食藥署。食藥署隨即

透過政風處，會同台北市調查處

及新北市政府衛生局漏夜赴加利

八里廠查核，發現加利八里廠於8

月間，輸入數批約337萬餘片非醫

療用口罩，於廠內分裝改標以醫

療用名義混充醫療用銷售。

現場查獲有標示「平面型非

醫用一次性防護口罩」（已印有該

公司Carry mask鋼印）之大陸進

口產品及相關進口報單，部分已

分裝改標為該公司實名制醫用口

罩成品（皆印有該公司Carry mask

鋼印）。食藥署已依據藥事法命廠

商即刻停工，相關庫存品停止出

貨，食藥署將持續清查該公司口

罩產品流向，另相關內容檢調已

介入偵辦。

食藥署指出，於販售口罩實

名制1.0之藥局或衛生所購買到有

「Carry mask」鋼印字樣之口罩，

可自9月4日起11日，至具有販售

口罩實名制1.0之藥局或衛生所進

行換貨。

藥師公會全聯會提出「民

眾換口罩請注意四點」，方便社

區藥局藥師告知民眾。

1.   有問題的口罩，口罩本體
右下角有「Carry mask」
鋼印字樣。

如沒有或無法辨識正面鋼

印標示之口罩，藥局或衛生所

可不提供換貨作業。

2. 建議民眾至原購買地點進
行換貨

如原購買地點已停止販售

口罩實名制 1.0，請至其他具有

販售口罩實名制1.0之藥局或衛

生所進行換貨。

3. 非屬實名制口罩請拿回原
購買處退換

如為自由買賣的加利盒裝

口罩，請拿回原購買處退換，

必要時可尋求消保官的協助。

4. 多給第一線藥師支持鼓勵

實名制口罩的進貨不是藥

局或衛生所自己能決定的，是

政府透過郵局配發口罩，藥局

或衛生所被動收貨，因此不能

選擇要進哪個廠商的口罩。請

不要責怪藥師，後續藥局及衛

生所會繼續付出心力協助退換

與檢查口罩。換口罩時，請多

給第一線藥師支持與鼓勵。

藥師公會全聯會於 9月 3

日公告「加利口罩換貨注意事

項及流程」，以供各藥局協助

辦理。（h t t p s : / /

d p m . t a i w a n -

phar ma.or g . tw /

article/1724/）

重點
推薦

社區整合照護輔導訪查
注意事項

勞工請求權
消滅時效

新制藥師國考
滿兩年之回顧

2版 3版 4版

全聯會感謝第一線藥師把關

「混充」口罩回收
後續處理流程

國家口罩隊混充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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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版權所有 版權所有 版權所有



2016 Pharmacist Weekly 2020.09.07~09.13  第2180 期 第2版 焦　點

社區整合照護輔導訪查 注意事項

自由買賣口罩 中彰投社區藥局買得到

◎文╱苗栗縣記者顏群芳

食品藥物管理署今年度與藥

師公會全聯會合作，推行「提升

社區藥局專業服務品質及社區民

眾正確用藥知能計畫」，全台共有

十七個縣市參與此計畫。

為了解各縣市執行情況，於 8

月 25日召開輔導訪查共識會議，

商討訪查委員之工作項目、訪查

辦法與相關注意事項。

此次計畫由各縣市遴選出兩

至三位輔導藥師，輔導藥師的職

責是針對新進藥師或新加入的藥

局，至少需實地到現場進行一次

教學，指導藥師操作藥事照護管

理系統，並督促藥師將服務紀錄

輸入系統內，督導紀錄品質。

之前曾執行過的藥師，因具

有系統操作相關經驗，所以輔導

藥師只需審查其紀錄品質，是否

合乎邏輯。假設個案目前用藥檔

案有五項藥品，而個案不清楚其

適應症的有三項藥品，藥師需針

對這三項藥品，來做一完整的衛

教說明，並登錄在系統內。若只

登載一項藥品的教育內容，則為

不完整的紀錄，需修正改善，方

能符合邏輯，真正解決民眾的用

藥問題。

此次訪查期間因受疫情影

響，比往年還晚，預計在 9月 16

日至 10月 15日，一個月的時間內

完成，每一縣市以訪查兩家新加

入之藥局或藥師為原則，訪查委

員是由全聯會代表及縣市代表組

成。而該縣市輔導藥師不得訪查

自己所輔導的藥局，訪查委員可

在藥事照護管理系統中，隨機抽

取受訪查藥局的社區式照護用藥

整合服務的三項服務紀錄（目前用

藥檔案、用藥配合度諮詢服務紀

錄、判斷性服務紀錄）至少各一

份，評比其服務紀錄之完整性與

品質，並給予評分。若是有紀錄

不佳者，需與藥師解說紀錄品質

需修改之處，並提醒在一週內修

改完成，最晚在 10月 31日之前，

將訪查紀錄表紙本寄回全聯會以

供查核。

訪查委員在訪視之餘，聆

聽受訪藥局提供此服務之相關心

得、感想與建議，可做為下次計

畫改善標的，以達到去蕪存菁

的作用，讓此計畫內容能更加周

全，嘉惠更多民眾的用藥安全。

◎文╱彰化縣記者胡妙貞

隨著新冠肺炎疫情逐漸趨

緩，政府逐步開放了口罩的管制

措施，反觀國外的疫情，卻日趨

嚴重。

人們的警戒心還在，總想囤

些口罩，以備不時之需，同時也

趁著政府的開放，想寄口罩給遠

在國外的親友，此口罩的需求，

雖沒疫情剛開始時的大排長龍，

但想充份的買到需要的口罩數

量，卻還是相當困難。社區藥局

每天為了應付詢問的民眾，真是

蠟燭兩頭燒，只好向公會反應，

尋求解決之道。

社區藥局自 2月 6日開始實

名制口罩販賣，持續服務社會大

眾，已超過六個月的時間。自6月

1日政府開放口罩自由買賣，口罩

工廠除必須繼續供應給政府徵收

的數量，還要供給國外及之前所

積欠的訂單。這讓第一線的社區

藥局，遲遲無法取得自由買賣的

口罩，供應給需要的民眾。

幾經努力奔走協調，中部四

個縣市藥師公會，特別與國家口

罩隊的台灣優紙口罩公司，簽訂

合作意向書，分批供貨自費口罩

三個月，給中彰投地區上百家的

社區藥局，讓民眾可以在最熟悉

的藥局，購買實名制口罩外，也

可以買到自由買賣的口罩。

位在彰濱工業區的台灣優紙

口罩公司，為了服務在地鄉親，與

臺中市、臺中市新、南投縣及彰化

縣藥師公會合作，特別增加產線，

捨棄外銷的機會，預計三個月提供

240萬個口罩。透過中彰投上百家

的社區藥局，以平價的方式直接提

供口罩，滿足民眾的需求。

公會為求公平起見，開放社

區藥局在網上自由登記，取前 120

家優先供應，就如預期的呈現了

秒殺的現象，也讓許多藥局藥師

向隅。四位理事長不忍讓藥師們

失望，只好又風塵僕僕的找廠商

協調，最後獲得了皆大歡喜的結

果，感謝理事長們為會員的服務。

新冠肺炎期間的社區藥局實習開業式
◎文╱藥師王明媛 

臺北市藥師公會為了能夠讓

學生可以在實習之前，了解藥師

公會的組織架構和運作模式，及

對社區藥局的經營模式與樣態，

具備初步的了解，於7月29日舉辦

社區藥局實習開業式，一併提出

分享。

開業式時，講師表示，將

平時藥學生在學校鮮少關注到醫

藥議題與政策政令，結合原本已

在課堂中修習過的藥事法與藥師

法，舉證諸多實例。將法規或政

令，對照社區藥局於經營時，所

面臨的執行現狀和困難點。除了

讓藥學生們在實習的過程中，不

但知法、懂法，未來在職場上更

能守法、善盡社會責任。另一方

面，期許這些後起新秀，在體認

現狀的同時，也能夠產生自我省

思與發想，如何使藥師的未來走

得更長遠、更寬廣。或許，年輕

的思維會激盪出不同的火花。

開業式中，不僅說明目前

臺灣醫藥政策與藥師執業環境的

現況，同時也配合就業市場的數

據，分析藥學系未來的職涯範疇

與方向，讓學生在即將面臨的生

涯規劃，能思考如何將自己的興

趣跟實務結合，或是選擇進修升

學再深造。

社區藥局雖僅是藥師執業類

別之一，因臺灣社區藥局的普遍

性、可近性，加上廿多年來醫藥

分業的推展，社會大眾對於藥師

的認同與需求逐漸提升，藥師成

為最親近民眾的第一線醫事人員。

藥學生在必修的社區藥局

實習中，不但可以驗收考核自己

已經學習過的臨床治療學與藥事

照護的完整度，更可在現場與病

患，直接面對面的溝通與衛教說

明；另一方面，在社區藥局中陳

列琳瑯滿目的OTC、保健食品、

醫療器材、藥妝品，或是婦嬰用

品等，藥學生也必須學習在銷售

時，應具備的知識和技巧。雖說

160個小時的實習時數並不算長，

仍期望藥學生在初階的實習中，

體會到社區藥局的藥師，除須具

備藥學相關的專業知識外，管理

一家社區藥局需具備的其他能力：

如管理、財會、稅務、行銷、美

編、陳列等在學校沒教的事。

（本文作者為臺北市藥師公會

社區藥局委員會主委）

← 台灣優紙口
罩公司與臺
中市、臺中
市新、南投
縣及彰化縣
藥師公會合
作自由買賣
口罩。

↑台北市藥師公會於7月29日舉辦社區藥局實習開業式，各校負責教
師與學生合影。

食
藥
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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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勞工請求權之消滅時效

藥師設計「抽藥籤」 另類中藥用藥宣導

◎文╱藥師林素鳳

處理受僱藥師的勞資爭議調

解實務中，常見藥師向雇主主張應

給付項目，有以下幾種：（一）自

受僱至離職或解僱期間之短付工

資，（二）延長工時及例休假日加

班費，（三）特休未休工資，（四）

未按月提繳或足額提繳勞工退休

金，（五）勞工保險月投保薪資低

報所短少給付的損失，（六）職業

災害補償，（七）資遣費，（八）工

資補償。

因多數受僱藥師不懂法律，

致使長期無行使權利，導致請求

權之效力減損或消滅的法律事實，

此時效制度稱為「消滅時效」。簡

單來說，消滅時效是一種法律上的

「有效期限」。好比食物超過新鮮

的保存期限、有效期限以後就不

能食用，法律上的權利如果超過了

「消滅時效」，就不能再主張或行

使。大部分的雇主都會聘法律顧

問，因此在調解時，也會適時提出

時效抗辯，主張對於已過期之部分

拒絕給付。

請求權設有時效，一方面是

尊重法安定性，另一方面也提醒權

利人及早行使權利，再者是保護

社會大眾對事實狀態之信賴。勞

動法上也有相關的請求權時效，比

較有爭議的是資遣費的時效。本文

將以受僱藥師常主張的權利，一併

整理及說明這些債權的請求權消

滅時效，如（表一），請受僱藥師

們留意，別讓自己的權利睡著了。

聲請人與對造雙方在調解會

議攻防時，時效抗辯是對造極為重

要的防禦武器，權利人長期在權利

上睡眠，雖不能即認有拋棄權利之

意思，但不值得再加以保護。故時

效抗辯權一經主張，凡聲請人請

求權逾法定消滅時效期間的部分，

均會因無理由而被駁回。對身為對

造的雇主而言，此一抗辯權若經行

使，可省下不少支出；對身為聲請

人的受僱藥師而言，作者再三提醒

受僱藥師千萬別讓權利睡著了，否

則可請求之補償金額將會縮水。

◎文╱台中記者黃寶珠

在一場「青春舞敵、無毒

有偶」反毒、反暴力、防治藥物

濫用宣導活動上，臺中市藥師公

會由中藥委員會團隊設計「抽藥

籤」方式，來激發民眾參與的意

願。團隊藉由道具，以輕鬆、有

趣、無壓力的方式，讓親子一起

參與，進而宣導中藥的用藥安全

性。

有鑑於參與活動的對象有家

長、小孩、老師、學生及一般民

眾，又要符合活動主題「毒」與

「藥」。中藥委員會主委李宗義

與實習生上課時，談到最新時事

中藥中毒事件，學生很好奇市面

上中藥藥籤百百種，有來自中醫

師、赤腳仙、神明籤等。尤其神

明籤是 8、9年級生很少知道。

藥師在教導實習生時也告知，過

去醫療資源匱乏，藥籤是一種非

常「生活化的醫療政策」，民眾

透過擲筊求藥籤的方式，向神明

表達病情，從中也得到醫療以外

的心理支持。

由教導學生過程中激起無限

靈感，設計一套大家覺得有趣，

也為這場宣導活動帶入有意義的

跨時代遊戲。

適逢八月爆發中藥禁藥硃砂

與鉛中毒事件，中藥委員會備妥

資料，現場為民眾解說。在2005

年禁用之前，早期農業時代，某

些老藥方，如八寶散、驚風散

等，老一輩用來緩解小孩哭鬧問

題。

禁用之後，許多中藥廠已

申請刪除原方硃砂成分。現在

GMP藥廠嚴格把關，沒有重金

屬問題，請民眾有病看醫生、用

藥找藥師。

南瀛藥師公會健走推廣 打造健康生活
◎文／台南記者林秀鈴

為建立台南市南瀛藥師成員

身體活動的習慣，並帶動台南市

民眾運動風氣，打造健康生活，

台南市政府衛生局委託南瀛藥師

公會舉辦三場健走推廣活動。

世界衛生組織將缺乏身體活

動與不適當飲食列為造成非傳染

性疾病的兩大主要因素，並將缺

乏身體活動，直接視為心臟血管

疾病的主要危險因子，健走是最

容易執行，且適合於各年齡層的

運動項目，各種研究顯示，健走

對三高控制有幫助，亦可預防糖

尿病與心血管疾病風險。

健走推廣活動訂在8月23、30

日及 9月 6日，分別於虎頭埤、南

瀛綠都心公園及鹽水區親水公園

舉行。第一場健走活動於8月23日

在虎頭埤風景區舉辦。

當日上午有民眾百人熱情參

與，順著四公里長的環埤道路健

走。區內種滿許多種類的樹木，

自然的浸潤在芬多精林中，呼吸

著新鮮空氣，走累了還可到涼亭

休息，看著天空雲彩。湖邊景物

與湖中倒影形成的景象，彷彿一

幅畫，置身其中，讓

人格外放鬆心情。

期望透過健走推

廣活動，讓大家能夠建

立動態生活，養成規

律運動好習慣，以

預防三高，降低糖尿

病及心血管疾病風險，打造健康

生活城。

表一　勞工各種請求權時效

編號 請求權 時效 條文依據 說　　明

1 工資 5年 民法第126條 工資為定期給付債權，消滅時效為5年。

2
加班費
平日、例休假

5年

民法第126條 臺灣高等法院96年度勞上字第22號民事判
決指出加班費為提供勞務的對價，顯然具有
薪資債權之性質，屬於按月給付之一部分，
故加班費的給付請求權消滅時效亦為5年。

3 特休代金 5年
民法第126條 內政部（74）台內勞字第359959號函釋。

臺灣新北地方法院106年度勞訴字第145號
民事判決。

4 退休金 5年

勞工退休金條
例第 6 條第 1
項

勞工退休金條
例第31條
勞動基準法第
58條

勞工退休金條例第31條規定：雇主未依本
條例之規定按月提繳或足額提繳勞工退休
金，致勞工受有損害者，勞工得向雇主請求
損害賠償。
前項請求權，自勞工離職時起，因5年間不
行使而消滅。
勞動基準法第58條第1項規定：勞工請領退
休金之權利，自退休之次月起，因五年間不
行使而消滅。

5
勞工保險領取
給付

5年
勞工保險條例
第30條

6 職業災害補償 2年
勞動基準法第
61條第1項

7
資遣費

（有不同見解）

15年
甲說：民法第
125條

認為給付資遣費為一次給付性質的金錢債
權，而非反覆發生的短期債權，應適用一般
消滅時效期間15年。

5年
乙說：民法第
126條

資遣費性質與退休金相似，應適用短期消滅
時效期間5年。

8
就業保險領取
給付

2年
就業保險法第
24條

（製表人：林素鳳）

→中市藥師公會設計以抽
藥籤方式，進行中藥用
藥宣導，激發民眾參與
反毒的意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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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制藥師國考滿兩年 回顧與影響

美FDA准首款痤瘡治療新藥
◎文╱藥師黃永成

美國食品藥物管理局（FDA）

8月 2 7日批准義大利 Ca s s i op e a

藥廠的痤瘡治療藥物 W i n l e v i 

（clascoterone cream 1%），其為痤

瘡治療領域中，近 40年來，FDA

批准的第一項全新療法機制，該

藥將用於 12歲以上痤瘡族群的治

療。

痤瘡是一種具有多重因子的

皮膚病變，主要受四種不同途徑

的影響，包括：過量油脂（皮脂）

生成、毛孔堵塞（過度角質化）、

細菌生長（C. acnes）和發炎。雄

性激素可能造成皮脂增加與發炎

反應，Winlevi是一種局部使用的

雄性激素受體抑制劑，可滲透皮

膚，到達皮脂腺和毛囊內的雄激

素接受體，阻斷痤瘡病程的發生。

在關鍵的臨床試驗結果顯

示，可成功治療及減少痤瘡病

變，每天使用兩次耐受性良好，

常見的局部皮膚反應是輕微紅

斑。如果出現搔癢、治療、皮

膚發紅或脫皮，需中止或減少

Winlevi的使用頻率。

C a s s i o p e a 執行長 D i a n a 

Harbort表示，痤瘡在美國影響了

大約 5000萬人，近四十年來，在

該領域還沒有一種新的作用機制，

Winlev i是首創的局部性治療藥

物，不論對男性或女性，都能藉由

調控雄性激素的方式達到療效，預

計將於2021年初在美國上市。

（本文作者為台大醫院雲林分院

藥劑部藥師）

參考資料：

1. https://www.fiercepharma.com/

pharma/cassiopea-scores-fda-

approval-for-winlevi-first-novel-

acne-med-decades

2. https://www.cosmopharma.com/

news-and-media/press-releases-

and-company-news/2020/200827

◎文╱藥師張基元

藥師國考是每位藥學系學子

畢業後，首先要面對的挑戰，擁

有這張極其寶貴且必要的證書，

才能合法執業當藥師。

新舊制國考

以往舊制藥師國考六大專業

科目一併在同一天應試，六大科

包括：藥理學 /藥物化學、藥物分 

析 /生藥學（含中藥學）、藥劑學 /

生物藥劑、調劑學 /臨床藥學、藥

物治療學、藥事行政與法規，總

分達到 360分，即每科平均 60分

（沒有一科0分），方能通過國考。

自 103年 7月起，開始實施兩

階段（新制國考），藥學系考生若

已修畢前三大科的所有學分，藥

理、藥化、藥分、生藥學  （含中

藥學）、藥劑學、生物藥劑，即可

參加第一階段考試〔後註為藥師

（一）〕，各校大概都是大三暑假就

可以參加藥師（一）考試，通過第

一階段後，藥學系畢業取得畢業

證書後，才能應考第二階段（後三

大科）〔後註為藥師（二）〕，第二

階段通過後即取得藥師資格。因

應目前全台藥學系所年制為四年

制至六年制的不同，新舊制藥師

國考自103年起兩者併行，為期過

渡兩年，考生選擇其一做報考，

從 107年 7月 1日起，全面實施兩

階段（新制）國考，至今新制國考

期滿兩年。

歷年統計資料

歷年通過藥師國考取得藥師

資格的人數，每年總數約為 1000

名，103~106年新舊制併行期間，

通過總數也落在 923~1014名之

間，自107年起，全面實行新制國

考通過總數驟降為 575名，108年

總數上升至866名（圖一）。驟降將

近五成可能原因為部分藥學系修業

年限延長，通過藥師（一）者須待

畢業後才能考藥師（二），再者，

應屆畢業未考取者失去了舊制的

選項，舊制有後三科臨床科目，有

實習經驗，相較容易準備且容易拿

分，可以補足前三科基礎學理的不

足，舊制通過即可獲得藥師資格，

新制考過藥師（一）後，最快要等

半年後才能考藥師（二），時程上

會有些耽擱。

根據（表一）各年度兩次國考

中各項細部通過率來統計，舊制

通過率平均為33.9%，其中每年七

月份（畢業潮）通過率較二月份國

考提高約 15.75%，除報考人數較

多外，應屆畢業一定要考上的意

志力非常強大，也剛臨床實習結

束，基礎、臨床技能都是備考巔

峰狀態，故每年有此趨勢。

另外，藥師（一） 七月份通過

率較二月份國考也提高約3.82%，

整體平均通過率落在30%，在通過

藥師（一）後，藥師（二）通過率

幾乎接近 100%，因此只要通過藥

師（一）的窄門，基本上在校生就

是在學校等畢業，約花一個月左

右讀藥師（二）備考內容，基本上

都能順利通過。

將 103~106年度新舊制過渡

時期取得藥師資格占比做歸納，

103~105年透過舊制取得藥師資

格的總數約有 800~900名，相比

於新制佔該年的 100%、77.2%、

75.4%，一路降至106年度44.8%，

這四年期間，新制的考取占比略趨

增加，到了全面新制的前一年已經

過半（55.2%），間接證明越來越高

比例藥學系學生，已清楚明白藥師

考照的規則。在學期間妥善安排，

主攻熟悉難度高的藥師（一） 備考

內容，提早準備，平均在畢業前，

能有至少兩次機會參加考試，通過

後，畢業時僅須考後三科，分散壓

力且藥師（二）通過比例非常高。

國考是藥學系必經的挑戰，

現行的新制（兩階段），不比以往

可以靠法規、臨床科目拉高分數，

藥師（一）全為基礎學理科目，要

達到及格有一定難度，盡早開始

規劃，早日通過，就能分散日後實

習期間的課業壓力，在大學期間，

可以訓練有效運用時間，達到最大

學習成效。換個角度想，台灣需要

怎樣的藥師？會考試的藥師？還是

會臨床服務病人的藥師？此測驗固

然是重要檢定的一環，在歐美國家

藥師國考紙筆測驗，現在都是以臨

床為主體考核，設計臨床情境，可

能是多重用藥、交互作用、疑義處

方、病人衛教等，去審視藥師是否

在臨床用藥上能給予專業的建議。

其餘如藥師（一）基礎的科目占比

不多，除此之外，也需通過官方

OSCE考試，才算是合格的藥師。

目前的藥師國考優缺點，值得在未

來藥師教育規劃上，更深入討論。

表一　各年度兩次專技人員考試及格率

(紅字為該年度及格率最高者，藍字為該年度最多人數取得藥師資格者)

↑圖一　歷年藥師國考及格總人數

↑圖二　103~106年度透過新舊制取得藥師資格占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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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彰化縣記者黃鈴貴

彰化縣藥師公會於8月23日舉

辦109年度自強活動，地點是新竹

縣關西鎮的六福村主題樂園。

六福村有四大異國風情主題

村，包括：阿拉伯皇宮、南太平

洋、美國大西部、非洲部落等，

還有夏日才開放的六福水樂園，

但今年因疫情關係，沒有開放。

離園前，在中央魔術噴泉，

觀賞到令人驚艷的達努冰霧派

對，全場水花、冰霧、碎冰等，

真是透心涼，再加上活力十足的

振奮音樂、主持人熱情的帶領，

全場嗨翻了。 

因疫情要保持安全距離、

再加上報復性旅遊、振興券的各

種優待，因此每種活動都大排長

龍。大家為了不虛此行，隊伍

再長都排，由於是適合小孩、成

人、老人的行程，所以大家都能

盡興的出遊，一掃疫情帶來的沉

悶。

用完豐盛的晚餐後，大家在

依依不捨的氛圍中，互道珍重再

見，期待下次的再相聚。

六福村自強活動 藥師親子同樂

醫院藥師新鮮人 遇到新冠肺炎震撼

實名制口罩之路 藥師有感
◎文╱藥師張光是

「早安、辛苦、歡迎大家」、

「戴口罩、勤洗手、保持距離」及

「大家都是防疫戰士」簡潔宏亮地

向排隊民眾打聲招呼。開賣前半

小時，筆者為了安撫民眾焦躁惶

恐的心，提供消毒酒精、口罩樣

品及說明衛教標語等給民眾，現

場備有座椅、茶水及洗手間。

2月 6日實施實名制口罩代

售，筆者的藥局每週一至六上午

八點半開賣，清晨六點半就有民

眾趕來排隊，非常辛苦。對於防

疫物資的分配上，筆者首先是節

省自用口罩，送給買不到又急需

用的民眾防疫；防疫酒精則依照商

家、大樓、幼兒園、家庭及個人

緩急依序發售；另外，酒精棉片缺

貨，拆盒分裝，免費分送給需要

施打胰島素的病患度過難關。

新冠肺炎疫情肆虐，國家

災難當前，全聯會搭建社區健保

藥局實名制口罩代售平台，這難

得的公益機會，藥師除發揮專

業外，亦能為國家社會盡一份力

量，公私兼顧，感到十分快樂與

滿足。

代售實名制口罩，是一件無

本多利的生意。疫情期間百業蕭

條，唯健保藥局門庭若市，認識

社區藥師的角色和功能，是一次

空前無價的廣告宣傳，其效果影

響深遠。最豐富的收益是賺得全

民的健康和平安，獲得政府和全

民的認同和稱讚，名留防疫史。

回溯民國92年4月配合衛生署

落實第二階段醫藥分業。台中市和

台南市分別與台中榮民醫院及成

功大學附屬醫院推動慢性處方箋

的成功經驗後，台北市藥師公會成

立「慢性處方箋推動小組」，筆者

忝為成員之一，參加公會與台北市

衛生局合作，推動北市立醫院各院

區慢性病處方箋釋出計畫。

「社區藥局是藥師的根，應

具有媽媽般的智慧和關懷，提供

貼心、方便、專業、有問必答之

服務，是活的藥品手冊，值得信

賴的家庭藥師。」前理事長連瑞猛

懇切地說道，「接受慢箋調劑處方

和執行藥事照護，務必做到一張

處方箋都不流回醫院。民眾從認

識、信賴到接納，醫藥分業才能

成功。」此一經典訓詞，如暮鼓晨

鐘，深深打動每位成員的心。遴

選標竿藥局，組成「台北市藥師公

會慢箋服務團隊旗艦健保藥局」支

援藥師夥伴。

此次疫情，健保藥局再度

發揮功能，不讓一張處方箋流回

醫院，順利度過調劑缺藥的難

關。連瑞猛的訓詞言猶在耳，傳

遞給每位堅守崗位、辛勤的社區

藥師，善待和擁抱民眾。實名制

口罩代售的路上，將沒有困難險

阻，不再披荊斬棘，共同迎接普

世價值的醫藥分業，邁進康莊大

道。

◎文╱藥師李宥菁 1、林岱盈 2

從年初到現在，全球仍籠罩

在新冠肺炎疫情下，引起全世界

的恐慌，有了2003年SARS的前車

之鑑，衛福部遂率先成立中央流

行疫情指揮中心，每天召開記者

會，詳細說明每名案例及相關疫

調，為了大眾福祉不眠不休，使

人民恐慌度降低不少。

行政院超前部署添購製造口

罩的設備，邀請民間企業加入國

家隊，整合原料、製造乃至下游

的販售，使國內口罩不虞匱乏。

除了政府單位，民眾也養成勤洗

手、戴口罩的習慣，保持社交距

離，落實自主健康管理，入境者

則遵守居家檢疫及隔離相關規

定，歷經數月終於迎來後疫情新

生活。

身為藥師，執業環境也有些

變化。在醫院，為降低交叉感染

的風險，提供臨時性戶外發藥區；

在醫院門口設立量體溫、刷健保

卡、詢問TOCC等層層關卡，讓第

一線醫療人員有保障。在藥局，

人人確實量體溫、戴口罩、勤洗

手，午餐改為梅花座，「你邊緣，

我邊緣，大家都安全」不在用餐時

間交談，減少口沫傳播的機會；

不論住院或辦公室都設立隔板，

發藥櫃檯也裝上了厚厚的玻璃，

在衛教病人的同時也保護自己；

除此之外，公用的鍵盤也包上保

鮮膜，時常更換不讓病菌殘留。

在防疫之餘，同仁們發揮創意，

響應「We stay at work for you. You 

stay at home for us」的舉牌活動，

拍照後標語佈置在住院藥局，讓

冷冰冰的牆壁多了幾分色彩；學

長和學姊更是跳起 "Any Song"洗手

舞，增添不少樂趣。防疫期間，

部分同事曾收到細胞簡訊，內心

萬分恐懼，害怕自己是否染疫，

深怕將病毒傳染給家人而放假不

敢回家。透過防疫復原力，同事

間小心翼翼的遵守防護措施但不

恐慌，醫院長官用心規劃進出動

線，部內積極公告防護措施，讓

員工有個安全和安心的工作環境。

每天新聞報導，皆是各國不

斷攀升的確診人數和死亡人數，

醫療器材短缺，糧食生活用品不

足，看得人心惶惶。應保持冷靜

的心，做好自身衛生防護措施，

避免群聚活動。少了與朋友們的

聚會卻增加家人的相處，環境因

人類活動減少，再次得到喘息和

修復，空氣變清新，海水變清

澈，這應該算是因禍得福的小確

幸吧，期待疫情盡快平息。

（本文作者為義大醫院藥師1、

義大癌治療醫院藥師2）

↑醫院藥局針對新冠肺炎的因應
措施。

↑彰化縣藥師公會於8月23日舉辦109年度自強活動，幹部與會員親
子同樂。

彰化縣
藥師公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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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何永奕

功效與主治

由於白鮮皮性苦味寒，

苦能燥濕，寒能清熱，故具清

熱燥濕、瀉火、祛風解毒的

功效。歷代本草均記載白鮮皮

的功效及主治，如《本經》提

到白鮮皮「主頭風、黃疸、咳

逆、淋瀝、女子陰中腫痛、濕

痺死肌、不可屈伸、起止、

行步」。《藥性論》也談到白鮮

皮「治一切熱毒風，惡風，

風瘡、疥癬赤爛等；主解熱

黃、酒黃、急黃、穀黃、勞

黃」等。像是《兵部手集方》

所載的治療肺嗽。而《日華子

本草》則有白鮮皮可通關節，

利九竅及血脈，並一切風痺筋

骨弱乏，通小腸水氣，天行時

疾，頭痛眼疼等的描述。《本

草原始》則記載治一切疥癩、

諸瘡熱毒。而當代的中藥大辭

典及2020版的中國藥典，也歸

納白鮮皮在內服用於濕熱內蘊

或濕邪化熱的症候，如心煩口

苦、小便短赤、泄瀉、痢疾、

黃疸、關節腫痛、耳腫疼痛、

流膿等病症。外用於濕疹，疥

癬，皮膚瘙癢，肌膚潰爛，黃

水淋漓等症。6、7、8

用法用量

據《中華本草》記載，內

服：煎湯，6~15g；或入丸、

散。外用：適量，煎水洗或

研末敷。《中國藥典》則是

4.5~9g；外用適量，煎湯洗或

研粉敷。而《台灣中藥典》用

量則是在5~10g之間。5、6、8

用藥禁忌

據中藥大辭典所載，《本

草經集注》：惡螵蛸、桔梗、

茯苓、萆薢。加上白鮮皮性寒

味苦，故脾胃虛寒者慎用。如

《本草經疏》：下部虛寒之人，

雖有濕證勿用。所以如須使

用，亦應配伍養陰或益胃藥同

用。7

臨床應用與配伍

白鮮皮是一味臨床上常

用中藥，觀各家臨床醫案，不

外乎以其治療濕熱瘡毒、風疹

瘙癢之類的外科皮膚疾患。在

抗發炎方面，現代研究發現白

鮮鹼 (Dictamnine)是白鮮皮生

物鹼中的主要有效成分，具有

抗真菌的作用。如治療足癬、

扁平疣、皮膚瘙癢、蕁麻疹、

濕疹等皮膚病，具有良好的抗

過敏作用、止癢的作用。然

而白鮮皮非僅只於治療皮膚疾

恙，在治療多種內科雜病、像

是黃疸、急慢性肝炎、心血管

疾病有一定療效與價值。在婦

科方面，常以燻洗或坐浴的方

法治療常見的外陰及陰道炎

症。在小兒哮喘上，正如清代

醫家張隱庵提到白鮮皮能治風

熱之證，且能益肺而止咳逆，

臨床上治療外感咳嗽時只要有

熱象者，多用白鮮皮以祛風清

熱，宣降肺氣，無論成人還是

小兒均可遣用。成人每日用量

20 g，小兒酌減。白鮮皮還用

於治療銀屑病、膿皰瘡、風熱

瘡毒、急慢性黃疽、皮膚化膿

性潰瘍、結核性膿胸和晚期肺

癌。此外，白鮮皮亦有利尿解

毒降濁之功，凡腎炎之水腫、

蛋白尿夾有風邪者和由腎炎進

展所致腎衰而出現血中肌酸

酐、尿素氮升高或因其侵犯肌

表而皮膚瘙癢屬濁毒內蘊者，

可配伍蟬蛻來增強白鮮皮疏風

解毒，利尿降濁之力。由於白

鮮皮善於清熱燥濕，可治濕熱

蘊蒸之黃疸、尿赤，常配伍茵

陳、梔子等藥，如《聖濟總錄》

所載之茵陳湯或《沈氏尊生

書》之白鮮皮湯等。在濕熱瘡

毒、肌膚潰爛、黃水淋漓的治

療，可配伍蒼朮、苦參、連翹

等藥；治濕疹、風疹、疥癬瘡

癩，又常配伍苦參、防風、地

膚子等藥，煎湯內服或外洗。

白鮮皮也能祛風通痹，所以用

來治風濕熱痹，關節紅腫熱

痛，常配伍蒼朮、黃柏、薏苡

仁等藥。7、9、10

（待續）

（本文作者為中國醫藥大學附

設醫院藥劑部中藥科藥師）

「取象比類~以皮治皮」

的中藥材－白鮮皮(3)

◎文╱呂宛靜

注意事項

* 此藥物用於維持性治療，

不得用於急救治療或緩解

急性症狀。

何時該換吸入器：

* 當劑量顯示窗紅色指針進

入紅色區域，表示剩 7天

藥量，應盡快回診，請醫

師開立新的吸入器；到達

紅色區域頂端表示藥已用

完，透明底座將無法再旋

轉。

清潔與貯存：

* 每週用濕布或濕紙巾清潔

口含器及口含器的金屬部

分，保存在室溫乾燥處。

可能副作用及處理方式

* 長效型抗膽鹼激性成分 

(tiotropium)：較常見副

作用為口乾、咽喉炎、咳

嗽、頭暈、失眠、視力模

糊、腸胃不適、泌尿道感

染、關節腫大、心悸。狹

角性青光眼、攝護腺肥

大、尿滯留患者，使用上

更需小心，有惡化徵兆請

立即向醫療人員諮詢。

* 長效型 ß2感受體刺激劑

成分 (olodaterol)：較常見

副作用為鼻咽炎、頭痛、

暈眩、皮疹、關節痛、顫

抖；這些反應多屬暫時

性，通常隨著繼續治療而

減少。其他可能的副作用

有心悸、高血壓、低血鉀

症、高血糖症、反常性支

氣管痙攣，若發生請立即

就醫。有心血管疾病、痙

攣疾病或甲狀腺毒症等患

者，使用上更需小心。

* 用藥後如有任何其他不適

症狀，或疾病症狀未改

善，請與醫師或藥師聯

繫，並儘快就醫。

其它叮嚀

* 若忘了服藥，應想起時立

即補服。但如果已接近下

次服藥的時間，則不要補

服，只要服用下一次的劑

量即可，不要一次服用雙

倍的藥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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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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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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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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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spimat (舒沛噴) 緩釋型氣霧

吸入劑用藥指導 (e.g. Spiriva®、

Spiolto®、Striverdi®) （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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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種場域反毒宣導 凸顯藥師責任重大
◎文╱藥師葉皇君

身為藥師，給自己的期許是守護每位民眾

的用藥安全，在醫院及社區鄰里等平穩且溫馨

的環境中提供自己的專業，直到有次接觸了特

種場域反毒宣導，覺得身為藥師肩負的用藥安

全使命，原來守護的範圍應該要更廣、責任更

為重大。

「特種場域反毒宣導」，特種兩個字很容

易讓人想入非非，真正去執行這項業務時，才

知道原來藥師做的是一件很有意義的事。特

種場域宣導的執行時間是深夜的10點至凌晨2

點，這是一般人已熟睡的時間，宣導的對象是

場域的從業人員，地點也相對出入複雜的場所

如夜店、酒店、小吃店等，這次的故事就發生

在一間的小吃店。

午夜的12點多，正是小吃店裡燈紅酒綠客

人最多的時候，藥師與警察的到來，讓店裡的

氣氛為之凍結。警察先生將從業人員集合，這

間店裡的從業人員，幾乎都是以外籍配偶身分

來台，他們在故鄉可能從未有機會接觸到反毒

相關的知識，來到台灣很容易被人引誘或是出

於好奇而使用毒品。

反毒宣導進行到一半時，狀況發生了，現

場真的發現了K他命，因此宣導停止，由警察

開始進行調查，可想而知，沒有人承認誰是持

有人，最後由保一總隊的專車，將整間店的人

帶去檢驗。後來與警察先生的閒聊中得知，此

地區討生活的人，其背後可能都有點故事，賺

的也是辛苦錢，如果染上毒品，賺的錢幾乎都

用在買毒上，生活反而過得更辛苦；身體也因

為毒品的摧殘越發憔悴；更有可能為了買毒，

而衍生強盜或偷竊的問題，就此走上不歸路。

所以在此之後的特種場域反毒宣導，筆者

開始著重宣導：生活可能有很多不如意，但雨

過總會天晴，若染上毒癮，注定會是悲劇的觀

念。

人生不如意事十常八九，請相信堅持到底

就是勝利，應有正確的宣洩情緒的管道，如果

你或是你知道朋友正受毒品的危害，請勇敢地

拿起電話撥打0800-770-885（請請你、幫幫我）

專線，一起努力將人生導回正軌，一起反毒一

起阻止悲劇發生。

（本為作者為台北市立聯合醫院中興院區

藥劑科藥師）

●  因應新冠肺炎疫情期間，藥師會員無法參加實體課程，

導致執業執照無法如期更新之情事。衛生福利部已函文通知，

各類醫事人員執業執照期限於109年12月31日前屆滿須更新
者，如因於期限內無法取得足夠繼續教育積分，統一逕予展延

6個月。
全聯會建議藥師會員防疫期間，可改由「網路繼續教育」

及「雜誌通訊課程」方式修習積分（依據「醫事人員執業登

記及繼續教育辦法」第14條規定，積分採認上限各別可達60
點），全聯會提供課程連結如下，請參考QRcode進行課程，
未來也將加強網路繼續教育辦理，請藥師會員善加利用：

「網路繼續教育」：目前提供40
點積分（專業 28點、品質 8點、倫
理 2點、法規 2點）https://taiwan-
pharma.formosasoft.com
「雜誌通訊課程」：藥學雜誌143

冊提供 6點積分（專業 4點、倫理 2
點）https://www.taiwan-pharma.org.
tw/cedutst/edutst.php

積分於課程完成日之次月 10號
統一上傳至衛福部積分管理系統。

醫事人員換照 今年更新可展延半年
請善用TPIP網路繼續教育

小啟：本刊第2179期「黃金舜 榮獲2020年 FAPA石館獎」一文，內容誤植，更正：在臺灣藥學會理事長黃耀斌推薦下。

藥師週刊108年合訂本 每本售價1000元
請速郵政劃撥１ ９ ６ １ ４ ３ ５ 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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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可在TPIP平台訂閱，如QR code之步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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