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藥師週刊

退 件 請 退 回

新 莊 郵 局

【本刊訊】「用藥安全路，藥

師來照護」公益活動，是藥師公

會全聯會與食藥署持續定期合作

籌辦的大型活動，於 103年與 107

年在自由廣場擴大舉辦，108年則

至台中草悟道舉行，期能透過闖

關以及抽獎活動，寓教於樂向民

眾推廣衛教觀念，讓民眾更了解

藥師的角色，獲得正確用藥知識。

今年的「用藥安全路，藥師

來照護公益活動」預計 6月 26日

週日在台北圓山花博公園舉辦。

理事長黃金舜表示，活動主題

名稱自 103年後沿用「用藥安全

路」，就是要將藥師的專業形象深

深的刻印在民眾心中，提升藥師

的社會形象，另考量到假日人流

與攤位數，首次移師至花博園區

舉辦；除藥師公會全聯會外，也邀

請藥劑生公會、西藥商公會、台

北市藥師公會、新北市藥師公會

以及桃園市藥師公會共同協辦，

並於 3月8日完成召開第一次籌備

會議。

本次活動執行長由全聯會

副祕書長邱建強擔任，邱建強表

示，本次活動預計邀請總統、衛

福部長、食藥署長以及民意代表

一同共襄盛舉，向大眾宣傳用藥

安全的重要理念。本次活動也以

「家庭親子」作為宣傳的主要核心

目標，希望邀請家長、小朋友在

假日閒暇之餘，透過親子同樂，

用趣味性的方式建立日常生活中

正確的藥物使用觀念。

在過去的公益活動中，自然

也少不了到藥師的身影，藥師除

了進行慢性病連續處方箋宣導、

戒菸宣導、用藥安全諮詢、輕微

症狀自我藥療、廢棄藥品處理

等，也致力於宣傳藥師業務，為

民眾解決相關用藥問題。今年當

然也不例外，做好萬全準備提供

更精采、更有趣的活動內容。

黃金舜勉勵各小組，因時間

緊迫，規畫、招商等企劃都須盡

快完成，屆時也歡迎全國藥師朋

友與民眾踴躍參與。

【本刊訊】用於緩解膽道疾病

所引起的痙攣性症狀「可使保朗

膠囊」，因藥品於持續性安定性試

驗之溶離結果未能符合規格，食

品藥物管理署於 3月 9日公告回收

120萬粒藥品。

「可使保朗膠囊」主成分為

Flopropione，主要用於緩解膽道疾

病（膽石症、膽囊炎、膽管炎、膽

割除後遺症等）以及胰臟炎所引起

的痙攣性症狀。本次廠商主動通

報部分批號藥品之溶離結果未能

符合規格後，食藥屬即迅速啟動

回收機制，此外，食藥署已要求廠

商應於3月24日前完成回收作業，

並應繳交回收成果報告書及後續

預防矯正措施。該回收藥品的許

可證為衛署藥製字第 005954號，

回收批號為 98A08T、98B09T、

98C09T、98B08T、98A09T。

食藥署藥品組科長洪國登表

示，「可使保朗膠囊」健保的年申

報用量為 180萬粒，由於藥品將

屆效期，廠商亦已生產新批號產

品，加上有其他成分藥品可供選

擇，患者不致於缺藥，並再次提

醒民眾若對用藥有疑慮，應儘速

回診與醫師討論，處方其他適當

藥品。

藥品回收之資訊

https://reurl.cc/5GNA9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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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藥師公會全聯會於3月8日舉辦「用藥安全路藥師來照護園遊會第一次籌備會議」。

藥師全聯會、藥劑生與西藥商公會共同召開籌備會
「用藥安全路 藥師來照護」公益活動 6/26登場

食藥署公告回收「可使保朗膠囊」 共五批號

↑食品藥物管理署於 3 月 9 日公
告回收「可使保朗膠囊」五款
批號。

　　【本刊訊】為提升藥師週刊電子報點閱

率，讓豐富內容傳給每位藥師，只要點閱電

子報內容，就有機會獲得200元禮券兌換序號。

　　活動時間延長至 111年 3月（藥師週刊第 2246-

2255期），凡訂閱電子報的藥師會員並點閱內容，即

可參加抽獎。活動期間週週抽獎，獎品將以 e-mail

寄送。

藥師週刊電子報訂閱方式：

(1)	請將您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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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TPIP平台訂閱，如QR	code之步驟。

點閱藥師週刊電子報即可參加抽獎點閱藥師週刊電子報即可參加抽獎

藥師週刊電子報鼓勵點閱獎勵辦法
https://dpm.taiwan-pharma.org.tw/article/2641/

活動延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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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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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選 周志煇當選理事長

桃園繼續教育無畏疫情 樂觀接收新知

◎文╱嘉義縣記者紀珮珊

嘉義縣藥師公會於 3月 6日

召開第 28屆第一次會員代表大會

暨會員聯誼餐會，並改選理、監

事，周志煇高票當選嘉義縣藥師

公會第 28屆理事長，將帶領理監

事新團隊為會員服務。

嘉義縣長翁章梁、藥師公

會全聯會理事長黃金舜、嘉義縣

衛生局長趙紋華、食藥科長陳惠

貞、全聯會常務理事廖玲巧、藥

師公會各縣市理事長及貴賓蒞臨

指導。

聯誼餐會有精彩的肚皮舞表

演與歌唱，公會貼心準備蛋糕為

三月份壽星慶生同歡，邀請理事

長黃金舜與局長趙紋華頒獎表揚

有功藥師：

1. 110年度配合衛生局辦理推動

「多元藥事照護服務計畫」藥

局：春森藥局、昇平藥局、山芙

蓉藥局等共17間藥局。

2. 110年度配合衛生局辦理「行動

藥管嘉 前進醫事C」藥師說藥講

師團：蕭博勝、張展維、鄭建

斌、廖蓮禎等共14人。

3. 109年「用藥整合服務全民健康

照護計畫」有功之團體單位：嘉

義縣藥師公會。

4. 109年「用藥整合服務全民健康

照護計畫」執行藥師：趙坤賢、

蔡有隆。

5. 109年「用藥整合服務全民健康

照護計畫」協助整合計畫藥師：

張展維。

6. 110年度醫院優秀藥師：許書

維、李銘文、陳政圻等共6人。

7.  服務滿30年藥師：余佩倩、蕭博

文、蔡凌妃等共7人。

8. 藥師子女就讀藥學系取得藥

師資格：蕭宇喬（蕭博勝藥師

子）、李俊興（李坤龍藥師子）。

9.  蕭博勝理事長頒發水晶紀念獎

座表揚第 27屆卸任理監事共 14

人。

今年繼續教育實體課程預定

於5月22日與5月29日兩天，在大

林慈濟醫院五樓大講堂舉辦，請

會員踴躍報名，會員報名免費。

如屆時因疫情嚴峻而宣佈不得群

聚會議活動時，再依照中央流行

疫情指揮中心滾動式調整，改為

線上視訊課程。   

◎文╱桃園市記者張淑玲

桃園市藥師公會於 2月 20

日舉辦111年度診所藥師繼續教

育課程。因遵循衛福部頒布的

COVID-19防疫政策，授課方式

採實體上課及Cisco Webex線上

同步，合計有110位會員參加。

雖然上課進行中出現狀況，但

瑕不掩瑜，在事後問卷調查資

料中也顯示，百分之九十的藥

師給予肯定。

首場「肌少症 (Sarcopenia)

的診斷與營養補充」，由具公衛

背景的友華生技陳胤仰主講。

台灣進入超高齡社會已是

必然，面對 65歲以上，每 5人

就有 1人是肌少症的比率，應

是當前公私部門「老年醫學」、

「預防醫學」最應解燃眉之急的

課題。如何樂齡健康，陳胤仰

強調，沒有確切藥物可以治療

肌少症，只要持之以恆透過適

當有氧運動：慢跑、健走、游泳

等；無氧運動：重量訓練、短

跑、深蹲等，與營養（蛋白質、

維他命D、鈣等）補充，多管齊

下，能減緩肌肉群流失與功能

性退化。

全聯會診所委員會副主任

委員林坤銘，對「藥師於執業處

所外執行業務管理辦法」（又簡

稱藥師報備支援）瞭若指掌，並

以自身經歷，解釋其參與103年

9月24日訂定頒布此法的來龍去

脈。

經全聯會爭取，110年 3月

1日起藥事服務費（調劑費）已

調升，林坤銘分析，為何支援

藥師值得領取時薪 1小時 500元

（或以上）的合理性，從雇主為

勞工所負擔的年薪、勞保、健

保、勞退 6%中可看出端倪。林

坤銘提醒，藥師不論到診所、

醫院、藥局支援，除事先要報

准藥師報備支援外，應提早熟

悉環境，且當日佩掛執業執

照，穿藥師袍，使用個人執業

章，以端正藥師形象。

自嘲因受不平等待遇，

轉而攻讀法律有成的林素鳳藥

師，在「初至新手村－職場勞

動常識入門篇」中，要大家謹

守下列3+7原則。

三要：要夥伴陪同面試；要

確定合法經營；要存疑徵才內容

是否合理。

七不：不繳交任何不知用途

或不合理的費用；不應求職公司

要求而當場辦理信用卡；不購買

公司以任何名目要求購買的有

形、無形的產品；證件不離身，

不給求職公司保管；不隨意簽署

任何文件、契約；不飲用酒精類

及他人提供之不明飲料、食物；

不從事非法工作或於非法公司

工作。

「舉證之所在，敗訴之所

在」，林素鳳自藥師週刊第2092

期迄今，已陸續發表 9篇有關

「勞動契約的判斷與藥師常見勞

資爭議」的實例與處理方法。

例如，「用Line請假是否具請假

之效力？」「週工時未滿40小時

無特休？」林素鳳呼籲，大家一

起來學法、知法、守法，除能

保障自己外，對藥界生態，甚

至國家社會，絕對能提升勞僱

雙方道德標準之風氣。

主持人暨診所藥師委員會

主委陳榮燦感謝大家無畏疫情

環伺，樂觀接收新知。實體上

課或線上同步「共學」，盼望

藥師專業增能與勞資雙方和諧

「共好」。

嘉義縣
藥師公會

嘉義縣藥師公會第28屆理監事名單
理 事 長 周志煇

常務理事 張展維、趙坤賢

理　　事  許書維、李紀慧、黃嘉鵬

 蔡有隆、魏哲夫、石祐瑭

 羅智遠、龔聖煒

常務監事 邱欽楷

監　　事 王嘉鴻、黃瓊瑛

候補理事 楊善全、蔡艷秋、張桂華

候補監事 陳雅秀

↑嘉義縣藥師公會於3月6日召開會員代表大會暨會員聯誼餐會，並
改選理監事，周志煇當選理事長。（相片由右至左依序為周志煇、翁
章梁、蕭博勝。）

↑桃園市藥師公會於2月20日舉辦繼續教育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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強化委員會功能 增進各委員會支援及協助
◎文／台南記者林秀鈴

台南市南瀛藥師公會於2月20

日首度召開今年度委員會會議，

討論強化各委員會功能及促進各

會間相互配合協助支援，將各會

串連起來發揮最大效應並增進會

員的互動與向心力，讓公會更茁

壯。 

理事長王英彥偕同幹部常務

理事及常務監事並邀請嘉南藥理

學院教授王四切及藥品相關產業

蒞臨指導，會中各委員會討論未

來經營構思及目前實行困難點，

共商如何解決問題及可行方法。

社區藥局委員會表示，目前

社區藥局使用的醫事機構卡有使

用效期，期限到了必須換新才有

辦法申報健保各項費用，擬利用

各項管道向社區藥局宣導；台南

市今年的行動醫院將於 3月 27日

揭幕，參加該活動之社區藥師經

常需駐診一個早上，對於一人執

業之社區藥局將面臨無藥師在藥

局服務之窘境，因此希望各會藥

師可以互相支援。藥事照護委員

會表示，「全民健康保險提升用藥

品質之藥事照護」 計畫案願意參加

之藥局太少，有關用藥配合及用

藥判斷，如能與醫院端藥師連結

合作分享會是個不錯辦法。中藥

委員會表示，如何讓民眾願意來

藥局買藥膳、食補中藥材？「方便

性」是很重要誘因，全台灣省大約

有八至九成的中藥廠設在台南，

利用這種優勢將藥膳、食補中藥

材經由中藥廠製作成家庭用包裝

以OTC通路行銷，既可提升社區

藥局賣中藥意願也讓民眾方便至

藥局購買。

王英彥表示，平日大家各自

忙於工作鮮少有機會交流，希望

藉此會議集思廣益，並在工作上

相互支援、配合、學習切磋，希

望有熱忱會員加入，共同開創藥

師更好的未來。

藥有政治力說話才有力  南市公會鼓勵藥師參政
◎文╱台南記者黃大晉

要想改變現況、要有更好

的未來，就要有政府的政策來支

持，由政府編列的資金預算來運

作才會更加容易成事。

以往，藥師團體的政治力是

相當薄弱的，因此，很多政策的

討論制訂，藥師團體的執業權益

經常會被視而不見，為了扭轉這

樣的劣勢，藥師就必須要有自己

的「藥師政治人物」，才能有機會

在政策上為藥師爭取更多的空間。

為此，台南市藥師公會為鼓

勵會員參政，希望能有藥師政治

人來為藥師發聲、來為藥師爭取

權益，3月 2日舉辦鼓勵藥師參政

說明研討會，同時集思廣益如何

幫有意參政的藥師順利贏得勝選。

「 藥有政治力、說話才有

力」、「藥有政治人、政策才可

能」，兩句明顯的口號，呼籲全體

藥師一起相挺有意參政的藥師，

讓他們能夠贏得初選、順利當

選，將來能在各種不同的政治領

域上為藥師發聲、打拚。

台南市藥師公會此次推薦

藥師參政的人選共有三位，分別

是：台南市議員參選人陳皇宇 (新

豐區 )、里長參選人陳建國 (淺草

里 )、楊華珍 (路東里 )。

「 藥有政治人、藥挺自己

人」，台南市藥師公會理事長吳振

名呼籲，台南市的全體藥師與南

瀛藥師公會藥師一起來力挺這些

參選藥師，讓他們能夠順利贏得

黨內的初選獲得提名、贏得最後

的勝選，順利登入議會殿堂並為

全體藥師權益發聲。

↑台南市南瀛藥師公會於2月20日首度召開今年度委員會會議，理事
長王英彥（站立者）親臨指導與勉勵。

↑台南市藥師公會3月2日舉辦鼓勵藥師參政說明研討會，並提供相
關資源贊助來協助這些藥師踏上從政之路。

部分工時 月薪與時薪的差異(下)

◎文╱藥師林素鳳 
就勞動部日前所公布的每小

時基本工資額 168元，其時薪已

包含週休二日的工資，亦即休息

日、例假日之工資已經折入每小

時基本工資內 (請參閱勞動部網

站：時薪制勞工的權益 )。

因此部分工時時薪制勞工於

週休二日、國定假日有排班出勤

才須給薪，且需依勞基法相關規

定給予加班費；如無排班則不需

給薪。值得注意的是因部分工時

原非全時工作者，工時本就比全

時工作者少，在勞基法第 30條第

1項的法定工時每週 40小時、每

日 8小時的規定下，已讓雇主有

足夠彈性安排部分工時勞工的出

勤模式，所以部分工時勞工不適

用變形工時規定。除非是比照人

事行政局行事曆出勤的企業，部

分工時勞工始可比照適用彈性工

時。勞動部2019年09 月27日勞動

條3字第1080130988號函釋，其要

旨為事業單位依勞基法彈性工時

規定調整工作日與休息日，以比

照政府行政機關辦公日曆表出勤

者，其部分工時勞工亦得比照適

用，至非屬前開調整態樣，部分

工時勞工仍無得適用勞基法彈性

工時規定。故若在醫院、診所等

排班制企業工作，仍必須嚴守一

例一休與七休一的規定，超時的

部分也需給付加班費。

部分工時勞工的法定權益

與全時勞工相同，採用時薪制，

優點是可方便彈性排班、調度人

力，補足正職或其他空缺人力，

因而有企業喜歡僱用部分工時人

力因應需求。然約定以時薪給付

者，除非勞資雙方有約定最低工

時，縱使時薪制為做越多領越

多，但因沒有工時保障之下，收

入是不固定的，尤以遇到農曆過

年休假或一整個月完全未排班，

勞工可能因工時不固定、放假或

無排班而影響收入，人員流動率

可能較高。

至於日薪制的基本工資，自

2007年 7月 1日後，勞動部並未再

發布日薪制之基本工資。有鑑於勞

資雙方雖約定按日計酬，但一日之

工時不盡相同，因此日薪制工資之

給付，在法定正常工時內，應不得

低於每小時168元乘以工作時數之

金額。其國定休假日之延時工資、

加班費則依時薪制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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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下 醫院門診
領藥服務之轉變
◎文╱藥師劉俊良

Omicron新冠變種病毒來勢洶

洶，間接影響許多醫院的醫療量

能，甚至有些國家已出現醫療不

堪負荷的情形。

原本醫院門診量已居高不

下，再加上新冠疫情衝擊更是加

重醫療量能之負擔；因此，如何有

效地應用醫療人力，避免民眾因

就醫領藥過程中感染新冠肺炎的

風險，以下分享疫情期間本院門

診藥局實施的措施與方式：

設置電腦自動處方箋批價

機器，減少人力的支出與接觸，

讓民眾可以更加快速完成批價流

程，減少在醫院停留等待的時間。

設置戶外慢箋領藥窗口，讓

需領慢箋的民眾可選擇不進入醫

院，避免過多民眾聚集在門診候

藥區，以達到院內和戶外領藥分

流之目的。

院內門診藥局加裝透明隔

板，防止藥師與民眾飛沫傳染，

並使用伸縮圍欄和地上標示引導

民眾領藥動線和保持社交距離。

門診候藥區設置多媒體電腦

用藥查詢機器，提供民眾主動查

詢看診用藥相關衛教及注意事項。

定期公告常見藥品的用藥指

導說明，以QR Code的方式提供民

眾自行連結下載觀看。

對於特殊藥品之用藥衛教，

如骨穩注射液 (Forteo)、骨密妥發

泡錠 (Binosto)等，主動附上用藥

說明衛教單張，若民眾有任何相

關用藥問題，可撥打藥袋上的諮

詢專線詢問藥師。

受到新冠疫情影響，使得醫

院門診領藥服務不同於以往，然

而這些改變是為了避免發生醫院

群聚感染事件，進而造成新冠疫

情更加嚴峻。民眾或許剛開始還

不太熟悉，藉由醫院志工適時引

導，再加上清楚易懂的海報標示

說明，相信隨著時間和經驗的累

積，在後疫情時代將會使民眾在

醫院領藥過程中，能同時兼顧防

疫和守護用藥安全。

（本文作者為衛生福利部屏東醫院

藥師）

↑電腦自動領藥櫃員機↑戶外慢箋領藥窗口 ↑多媒體電腦門診用藥查詢機↑用藥宣導QR code連結公告

◎文╱藥師毛志民

健保署提供「健保醫療資訊

雲端查詢系統 ( N H I  Me d i C l o u d 

System，簡稱健保雲端查詢系統 )」

之「跨院重複開立醫囑主動提示功

能 (API)」，於 110年 10月擴大新增

降血壓、降血脂、降血糖、抗血栓

及前列腺肥大 5類高風險藥品，於

診間醫師開立處方時，主動提示

「同藥理機轉同劑型」重複用藥即時

回饋，避免病人因重複服用，造成

低血壓、肝損傷、橫紋肌溶解、低

血糖及出血等風險，開通兩個月已

有 61萬人次受惠；參考過去每季大

約避免 3.7萬人重複用藥，約 940萬

元藥費，效益愈加可期。

雲端高風險藥品
重複用藥即時通

（相片為衛生福利部屏東醫院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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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台中記者劉宇琦

位在台中市的「宏信大藥局」據說已有

上百年的歷史，最早可追溯到 1891年（清光

緒十七年）的清領時期，當時名為「宏信藥

房」，1895年清廷於馬關條約中割台予日，日

據時代日本人將其更名為「田中藥局」，規模

是中部地區最大，從事藥品批發零售業務。

（圖一）

 國民政府來台後，於西元 1947年，藥局

經營權由當時台中市議員廖學泉與前二信主席

紀金欉聯手接掌，再更名為「台中大藥局」。

西元1951年，時任國大代表林吳帖出面洽購，

林吳帖是霧峰望族林家大老林資彬的妻子，更

是一位提倡女權、創造風氣的新女性，買下藥

局之後將業務交給其女婿，當時擔任市議員

邵基添經營，並重新正名為「宏信大藥局」，

因此現今位於自由路與中山路口的招牌上可

見「SINCE 1951」字樣，2008年時曾進行店面

裝修，由董事長邵長榮持續經營，且有其他分

店。（圖二、三）

其實筆者也看過其他資料，比如 1886年

底，跟隨醫師馬雅各來台的漳州石尾人黃嘉智

就曾在埤頭（今鳳山）開設西藥房，當西醫。

1905年的台南也有日本系統的「廣貫堂」主要

販售西藥。

但是，台灣人接受西藥是漸進的過程，並

不是一下子全盤西化，或許有可能的是先在漢

藥房兼售，或甚至雜貨店、洋貨行等處販售，

所以要追蹤躡跡定義出所謂最早的西藥局，恐

怕也不是那麼簡單的一件事！

（照片提供：宏信藥局）

參考資料：

1.「百年暨一甲子老店聯誼會」網站 (http://

www.100club.com.tw/cgi-bin/big5/k/374g?q1=d

p1&q27=374g&q35=20130927154200&q65=20

39099&q22=20130827165311&q13=x)

2.https://ttc-utopia.weebly.com/台中舊城生活博

物館網站

3.《台灣教會公報》 2004期 主後1990年7月29日

行動醫院公衛藥師培訓 藥學生看新藍海

台灣最早的西藥局 零售藥局續篇

◎文╱藥學生許孟傑、指導藥師王四切

當身處在一個機器人可以取代人工的年

代，當包藥的角色正在被人工智慧取代，未來

的藥師還能做些什麼？藥師的價值又是什麼？

這是就讀藥學系以後，老師王四切不斷要班上

同學省思的問題。

藥價逐年被砍，再加上COVID-19疫情肆

虐時、多數的藥局營收受到影響，其實許多藥

師紛紛在吐苦水，整個藥事環境不如從前的繁

盛，大家開始逐漸意識到，無法再用傳統的思

維來看待現今的藥事環境。藥師除了調劑、衛

教工作外，還能如何發揮自己獨特的價值嗎？

或許，公衛藥師領域是個其中答案。

此次臺南市衛生局舉辦兩場的「行動醫院

公衛藥師培訓」，希望藉由藥界互相討論，找

出公衛藥師在行動醫院的定位。有別於傳統的

講座課程，結合設計思維「KJ法」，即利用便

條紙匯集各小組內的想法、再進行歸類及「世

界咖啡館」兩種較創新的討論方式，以「公衛

藥師於行動醫院的角色」為主軸，讓參與培訓

的藥師藉由分組討論，進行意見的交流、構

思、匯集，一起激發出創新的點子。

數位曾擔任過行動醫院志工的嘉藥同學，

有幸在這兩場的公衛藥師培訓工作坊中擔任活

動助手，與多位臺南地區的藥師進行討論踴躍

的交流，讓這些新生代藥師正經歷前所未有的

火花，因此更願意脫離舒適圈，尋找藥師的新

價值。

在兩場的培訓課程中，吸收到許多寶貴經

驗分享及前輩對藥界未來的期許，前輩們最常

對藥學生提到的就是，現在的藥學生已經不如

早期「只要會讀書就好了」，還要懂得參與課

外活動，做各種不同的嘗試，在經驗中成長、

在挫敗中學習，找到專屬於藥師的獨特價值。

臺南市衛生局主秘陳淑娟於致詞時提及

「公衛藥師於執業藥局附近的行動醫院據點服

務，與民眾進行藥事服務，展現專業度及親和

力與民眾拉進距離後，民眾往後自然就會去光

顧該藥師執業之藥局，進而達成雙贏局面。」

AI正在逐步取代調劑的工作，藥師的角色與

從前不再相同。危機就是轉機，就如同許多前

輩所言：「在地的藥局，做在地的服務」，唯

有當藥師走入社區、走入居家，才能體現出藥

師獨一無二的價值，以免淪為大眾口中的「包

藥者」，讓我們攜手同行，一同開創藥界新藍

海，使未來的藥事體制越來越好。

↑圖一 ↑圖二

↑圖三

↑臺南市衛生局舉辦「行動醫院公衛藥師培
訓」，希望藉由藥界互相討論，找出公衛藥
師在行動醫院的定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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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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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6 Pharmacist Weekly 2022.03.14~03.20  第2253 期 第6版 學  習

Vancomycin用於困難梭狀桿菌

給藥注意事項（下）

《論藥之道》

參考資料

Scott A Hubers, Nanacy J Brown. Clinical Practice Guidelines 

for Clostridium difficile Infection in Adults and Children: 

2017 Update by the Infectious Diseases Society of America 

(IDSA) and Society for Healthcare Epidemiology of America 

(SHEA). Clin Infect Dis 2018;66:e1-48.

（本文作者為臺北榮民總醫院藥學部臨床藥師 / 
陽明交通大學藥理所碩士）

◎文╱陳柏瑋

案　例：王女士  年齡：46   身高：152.9 cm   體重：44.3 kg

腎功能： BUN=13 mg/dL; SCr=0.75 mg/dL; CCr=65.55 mL/min

肝功能： ALT=26 U/L; AST=29 U/L; C difficile DNA檢測：
positive

診　斷： 卵巢癌、CDAD (Clostridium difficile-associated 

diarrhea)

用藥紀錄：

疑義類別：給藥途徑錯誤

疑義處方：Vanco® inj 1000 mg (Vancomycin) 125 mg Q6HV IVA

正確處方：Vanco® inj 1000 mg (Vancomycin) 125 mg Q6HV PO

藥名/含量 劑量 頻次 途徑

Vanco® inj 1000 mg 
(Vancomycin)

125 mg Q6HV IVA

C difficile藥物治療建議
疾病類型 臨床表徵 治療建議

輕度症狀

WBC ≤ 
15000 cells/
mL且血清
肌酸酐<1.5 
mg/dL

● 口服vancomycin 125 mg QID治療10天
● 口服fidaxomicin 200 mg BID治療10天
● 當無法使用上述藥品，可使用口服

metronidazole 500 mg TID治療10天

重度症狀

WBC ≥ 
15000 cells/
mL或血清
肌酸酐>1.5 
mg/dL

● 口服vancomycin 125 mg QID治療10天，
或口服fidaxomicin 200 mg BID治療10天

爆發性
結腸炎

伴隨低血
壓、休克、
腸阻塞或巨
腸症

● 口服vancomycin 500 mg QID治療合併靜
脈給予metronidazole 500 mg Q8H

● 若發生腸阻塞則直腸給予vancomycin 
500 mg (溶於100 mL 生理食鹽水) Q6H
合併靜脈給予metronidazole 500 mg Q8H

第一次
復發

● 先前使用口服metronidazole者，改採口
服vancomycin 125 mg QID治療10天

● 先前曾使用首次感染標準流程，可改採
用vancomycin漸減合併脈衝性療程

● 先前使用口服vancomycin者，可改採口
服 fidaxomicin 200 mg BID治療10天

多次復發

● Vancomycin漸減合併脈衝性療程
● Vancomycin 125 mg QID，口服治療10

天，接續 rifaximin 400 mg TID，口服治
療20天

● Fidaxomicin 200 mg BID，口服治療10天
● 糞便微生物移植

Vancomycin漸減合併脈衝性療程：口服vancomycin 125 mg QID，10-14
天，而後BID給予7天，而後QD給予7天，最後每2-3天給予一次，持
續2-8週

動物類中藥－豬膽(四)

◎文╱黃雅瑜

膽汁製劑－膽南星（續）

 《藥品化義》：「膽星，意不重南星而重膽汁，借星以收取汁

用，非如他藥監製也」，在過去，古人認為膽汁在膽南星製備中

不是一般人所認知的輔料，它應當被視為主要原料。近幾年來也

出現了越來越多關於膽汁來源、用量對膽南星質量影響的研究

報導；如膽汁與天南星以 3：1、1：1、1：3等比例分別製備膽

南星，觀察兩者配比差異對於膽南星成分和藥效上所造成的影

響。由於膽南星的清熱化痰功效及其臨床常用於治療小兒高熱驚

風症以及痰熱咳嗽等症，從酵母致熱大鼠給藥後炎症因子的變化

可見，不同原料配比膽南星的解熱作用差異可能與其調節 IL-1β

（致熱細胞因子）、IL-6（發熱的中間物質）和TNF-α（內源性致

熱原）之炎症因子分泌量變化有關。根據藥效學實驗結果顯示，

膽南星的膽汁使用量與天南星的比值不應低於 1：1，膽汁占比

低時解熱、祛痰作用較差，但對於止咳作用這方面則較無影響。

結合膽汁酸具有解熱、祛痰和止咳等作用，表明膽汁使用量與膽

南星的功用之間的關係十分密切。5、7

結語

豬膽作為清熱解毒藥，它的作用十分廣泛且經濟又有效，因

此甚至還有人將它稱作「不花錢的抗生素」。經過研究及臨床實

踐證明，豬膽確實有抑菌抗發炎的功效，而且有著藥源豐富、加

工簡便、價格低廉、療效確切等特點，除了服用大劑量後會出現

刺激性嘔吐外，尚未發現其他有毒副作用。近幾年來大家對於豬

膽的藥理認識不斷地在提高，臨床運用範圍也越加廣泛，既可內

服也可外用及灌腸等，對中醫內、外、婦、兒各科疾病均有一定

的療效。2

（全文完）

（本文作者為中國醫藥大學附設醫院藥劑部

中藥科藥師）

天南星膽汁製比較表 3

藥　　名 天南星 膽南星

外　　觀

  

來　　源

天南星科植物天南星Arisaema 
erubescens（Wall.）Schotts異葉天
南星Arisaema heterophyHum Bl.或
東北天南星Arisaema amurense 
Maxim.的乾燥塊莖。

製天南星的細粉與牛、羊或豬膽
汁經加工而成，或為生天南星細
粉與牛、羊或豬膽汁經發酵加工
而成。

性　　狀
呈類圓形或不規則形的薄片。黃
色或淡棕色，質脆易碎，斷面角
質狀。氣微，味澀，微麻。

呈方塊狀或圓柱狀。棕黃色、灰
棕色或棕黑色。質硬。氣微腥，
味苦

性味歸經
苦、辛，溫;有毒。歸肺、肝、脾
經。

苦、微辛，涼。歸肺、肝、脾經。

功能主治

燥濕化痰，祛風止痙，散結消
腫。用於頑痰咳嗽，風痰眩暈，
中風痰壅，口眼斜，半身不遂，
癲癇，驚風，破傷風 ; 外用治癰
腫，蛇蟲咬傷。

清熱化痰，息風定驚。用於痰熱
咳嗽，咯痰黃稠，中風痰迷，癲
狂驚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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