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藥師週刊

退 件 請 退 回

板橋國慶郵局

【本刊訊】近來藥師公會全聯

會接獲會員反應，有關輝瑞藥廠

「可迅持續性藥效錠 (DOXABEN 

XL TABLETS)4毫克」藥品短缺之

現象。對此，全聯會已於 4月份發

函至衛福部食藥署、中央健康保險

署，建議主管機關於藥品短缺期

間，應緊急透過大型醫院供藥系統

調配藥物予社區藥局；另外，全聯

會亦洽詢法律顧問有關缺藥所引發

之問題及疑義，請其提供法律意

見，期望能增進民眾就醫用藥之可

近性。

建議透過大型醫院供藥系統調配

藥師公會全聯會發函至主管

機關，重點包括：建議食藥署及健

保署於藥品短缺期間，應緊急透過

大型醫院供藥系統調配藥物予社區

藥局；並請醫院協助與醫師團體溝

通，如遇天災事故而造成缺藥，應

宣導其品項缺藥期間，開立其他替

代藥品供社區藥局使用，以確保民

眾用藥安全。

社區藥局缺藥 務必上網通報

藥師公會全聯會指出，將周

知全國藥師會員，若遇藥品缺藥情

形，務必至食藥署之「藥品供應資

訊平台」通報，以利食藥署作業。

對於社區藥局因缺藥所遇到的困

境，將督促立法機關設立相關期

限，促使主管機關重視問題並能積

極處理。

食藥署回函 預計7月恢復正常供貨

食藥署於 5 月 4 日回函表

示：（一）藥品「D OXABEN XL 

TABLETS 4MG」因天災導致生產

線中斷，預計 1 0 7年 7月可恢復

正常供貨。（二）「DOXABEN XL 

TABLETS 4MG」藥品非藥事法第

27條之2必要藥品清單，且有同成

分、同劑型、同劑量之藥品可替

代。（三）依藥師法第 17條規定，

藥師調劑，應按照處方，不得錯

誤，如藥品未備或缺乏時，應通知

原處方醫師，請其更換，不得任意

省略或代以他藥。同法施行細則第

14條就規定之「他藥」，係指不同

成分、含量、劑量或劑型之藥品而

言。（四）藥師依醫師處方調劑藥

品，於符合藥師法相關規定下得使

用替代藥品，且藥師應主動告知病

人，並於藥品容器包裝上標示正確

之替代藥品名稱等資訊，以維護民

眾用藥權益。

法律顧問建議敦促立法、制定規範

有關法律顧問針對輝瑞藥廠

遇天災之不可抗力，而有藥物供

貨困難造成之缺藥問題所提法律

意見書，其內文表示，若藥商或盤

商因藥物供應契約優先供貨予大

型醫院，以致社區藥局無藥可用之

情形，可區分兩種情形作結論。第

一、社區藥局有簽立藥物供應契

約，則應視藥物供應契約內容依所

受損害求償。第二、社區藥局若無

簽立藥物供應契約，係以向藥商或

盤商以每次叫貨供貨方式，法律稱

為「要約」，藥商或盤商允諾才成

立契約，當藥商或盤商不願意或無

法供貨而拒絕，則因無契約關係而

無法依契約請求。

法律顧問表示，現行法亦無強

制藥商或盤商供貨之規定，因此，

建議敦促立法機關或食藥署制定相

關行政規範或法令，使藥品得以妥

善平均分配，若藥商或盤商惡意壟

斷或有違公平交易法，應由公平交

易委員會進行調

查、介入。

相關藥品短

缺資訊，可由QR 

code查詢。

【本刊訊】藥師公會全聯會所建置之「線上

繼續教育系統」已經上線了。

可提供藥師會員不受場地限制的網路學習空

間，除可免除舟車勞頓，也可累計積分，將會陸

續增加課程。

全國藥師可用手機掃描QRcode加入「藥師

公會全聯會」官方LINE＠，再點選「線上繼續

教育」即可進入系統開始上課。

執業或執照更新時，積分數需達120分。網

路繼續教育採認上限 60點。其中課程屬性須特

別留意：專業課程至少96分，最多108分；品質

+倫理+法規總和至少12分，最多24（須包含性

別、感控各一堂課）。

線上繼續教育系統網址 h t t p : / / t a i w a n -

pharma.formosasoft.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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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聯會發函 建議主管機關緊急調配
有關DOXABEN XL TABLETS 4MG社區藥局藥品短缺

全聯會建置「線上繼續教育系統」上線了

藥品短缺相關條文規定

藥事法第27條之2

藥商持有經中央衛生主管機關公告

為必要藥品之許可證，如有無法繼

續製造、輸入或不足供應該藥品之

虞時，應至少於六個月前向中央衛

生主管機關通報；如因天災或其他

不應歸責於藥商之事由，而未及於

前述期間內通報者，應於事件發生

後三十日內向中央衛生主管機關通

報。

藥師法第17條

藥師調劑，應按照處方，不得錯

誤，如藥品未備或缺乏時，應通知

原處方醫師，請其更換，不得任意

省略或代以他藥。

藥師法施行細則第14條

本法第十七條所稱他藥，指不同成

分、含量、劑量或劑型之藥品而言。

必要藥品短缺通報登錄及專案核准

製造輸入辦法第2條

藥商依本法第27條之2第一項規定

通報之方式及內容如下：

一、�方式：應於中央衛生主管機關

建構之網路平臺通報；其以書

面、言詞或電子郵件通報者，

應於二十四小時內，於網路平

臺補正。

二、�內容：應包括藥商名稱、通報

連絡人、藥品品項、許可證字

號、通報日期、連絡電話、庫

存量、預估可供應時間、不足

供應之原因及其他相關資訊。

（資料來源：食藥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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藥師調劑工作不適用競業禁止條款

新北市藥師公會捐贈水安隊醫療用品

◎文╱全聯會記者陳進男

近來因有藥師反應，到職時

被要求簽下保密協定及競業禁止

契約書，約定離職後兩年內，不

得在同縣市為藥師相同職務，若

有違反則要求支付一年薪資為違

約金。

競業禁止條款係依照勞動基

準法第 9-1條規定，雇主如與員工

約定競業禁止條款契約，應以書

面約定並符合四項法規規定（註

1），否則不得與勞工為離職後競業

禁止之約定。

雇主若要主張有應受保護

之正當營業利益，可以參考營業

秘密法第 2條的規定（註 2），通

常是指在合法範圍的智慧財產。

其次，可以依勞基法約定競業禁

止的員工，通常是所擔任之職務

或職位，得接觸或使用事業單位

之營業秘密或所欲保護之優勢技

術，而非通用技術。因此，以藥

師的工作而言，一般的調劑、基

本的銷售，通常均屬藥師具有的

專業及普通知識，難以認屬雇主

的營業秘密或智慧財產。

再者，若藥師所任職工作真

有涉及雇主營業秘密或智慧財產

而與雇主簽訂競業禁止契約，依

照勞動部104年訂定的「勞資雙方

簽訂離職後競業禁止條款參考原

則」，其中便規範員工於離職後競

業禁止期間內，每月補償金額，

不得低於勞工離職時月平均工資

百分之五十，並應約定一次預為

給付或按月給付，以維持勞工離

職後競業禁止期間之生活。未約

定補償措施者，離職後競業禁止

條款無效。而且，原則中也規

定，雇主於勞工在職期間所給予

之一切給付，不得作為或取代前

目之補償。

因此，如藥師所反應的個案

而言，若真符合競業禁止相關條

件而簽訂契約，契約中若未訂定

補償金額，也屬無效契約。

對於不合理的契約規範，建

議藥師均可向當地勞工局申訴專

線提出詢問，以避免自身權益受

損。

（註1）
　　《勞動基準法》第 9-1條  未符

合下列規定者，雇主不得與勞工

為離職後競業禁止之約定：

一、 雇主有應受保護之正當營業

利益。

二、 勞工擔任之職位或職務，能

接觸或使用雇主之營業秘密。

三、 競業禁止之期間、區域、職

業活動之範圍及就業對象，

未逾合理範疇。

四、 雇主對勞工因不從事競業行

為所受損失有合理補償。

　　前項第四款所定合理補償，

不包括勞工於工作期間所受領之

給付。

　　違反第一項各款規定之一

者，其約定無效。

　　離職後競業禁止之期間，最

長不得逾二年。逾二年者，縮短

為二年。

（註2）
　　《營業秘密法》第 2條  本法所

稱營業秘密，係指方法、技術、

製程、配方、程式、設計或其他

可用於生產、銷售或經營之資

訊，而符合左列要件者：

一、 非一般涉及該類資訊之人所

知者。

二、 因其秘密性而具有實際或潛

在之經濟價值者。

三、 所有人已採取合理之保密措

施者。

◎文╱新北市記者呂品儀

天氣越來越酷熱，大家是不

是很想到溪邊戲水烤肉呢？在溪

邊戲水烤肉最重要的是安全，大

家知道有一群水安義工默默的在

溪邊守護您的安全嗎？

有感於此，新北市藥師公會

公益促進委員會於 5月 5日下午，

在新北市藥師公會會館舉行「新北

市藥師公會公益促進委員會捐贈

水安隊醫療用品儀式」，捐贈一批

醫療器材給水安隊守護三峽大豹

溪安全。

捐贈儀式由理事長陳昭元主

持，他表示，新北市藥師公會是

一個很有愛心的公會，認為有意

義的善舉，就會召集藥師有錢出

錢、有力出力，只要有需要藥師

的地方，就會看到新北市藥師公

會的藥師。見證觀禮的藥師公會

全聯會古博仁理事長也表示，新

北市藥師公會從台北縣時期就成

立公益委員會，藥師肩負社會公

益責任，從那時候到現在約募款 5

百萬元以上的善款，捐助不同的

公益單位。

在溪邊戲水難免會有小外

傷、小擦傷，如果這個時候義工

們能夠適時的提供部分的簡易醫

療，相信可以減少很多後續處理

工作，這就像是買保險，希望大

家戲水時都能夠平平安安，也希

望這些醫療用品不會使用到，如

此有意義的公益活動新北市藥師

都很樂意參與。

台南市藥師藥局聯誼會長完成交接

◎文╱台南記者黃大晉

在台南市藥師公會理事長吳

振名的監交下，趙俊斌從第十三

屆會長陳寶惠的手中接下台南市

藥師藥局聯誼會的印信，成為第

十四屆的會長。

台南市藥師藥局聯誼會最早

成立於 1992年，一開始命名為：

「台南市社區定點藥局」，是為凝

聚藥師建立命運共同體共識而結

盟的團體，最初是為迎接醫藥分

業，統合台南市社區藥師藥局的

力量，一起學習承接處方箋的調

劑與處方藥的支援調度，同時在

部分OTC產品的聯合採購。二十

幾年來，組織內部歷經許多的衝

擊與調適，也不斷在改變與調

整。迄今，在處方藥供貨盤商不

斷湧現之後，聯誼會的功能由供

貨平台支援轉趨於新興處方藥的

共同學習成長平台。

在歷屆會長與第十三屆會長

陳寶惠的努力下，聯誼會不僅發

揮教育學習的功能，同時也促進

會員間的情感聯繫，讓台南市的

社區健保藥局藥師更覺一家親，

也成為藥師公會舉辦各種活動不

可或缺的重要台柱。

趙俊斌畢業於大仁科技大

學，為人和善、親切風趣，擁有

廣大的人脈，不僅擔任公會的理

監事熱心公益，更在精神科用藥

領域博學識廣。

對於接下會長職務，趙俊

斌期望能帶領團隊在學習新知、

交流資訊、資源共享的互助聯誼

下，配合公會一起營造友善的執

業環境，也讓藥局帶給民眾是一

個親切專業的良好印象，讓民眾

覺得社區藥局真的是守護健康的

好鄰居。

↑新北市藥師公會於5月5日，舉行「新北市藥師公會公益促進委員會
捐贈水安隊醫療用品捐贈儀式」。

↑台南市藥師藥局聯誼會第十四
屆會長由趙俊斌（右一）接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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診所藥師委員會群策群力、勇於挑戰

嘉義縣藥品廣告法規講習 辨識違法廣告案件

◎文╱藥師張淑玲

藥師公會全聯會診所藥師委員

會於 5月 6日上午在台中市藥師公

會召開。各地方公會診所藥師委員

會超過八成都派代表出席，在主任

委員許嘉紋主持下，群策群力，一

定要讓診所藥師，「再上一層樓」。

106年進行「醫藥分業 20週

年民眾接受藥師服務調查」問卷

統計顯示：民眾若身體不適，目

前 50.70%優先選擇診所就醫（醫

院17.78%、藥局14.58%），以健保

署政策推動分級醫療，民眾至診

所就醫比例會持續增加；民眾自

認為最常在診所接受藥師服務達

56%，大幅高於其他場域，主動告

知用藥訊息是主要藥師提供服務

項目之一。今年年度計畫將回應

民意，建置診所藥局用藥高警訊

機制以及主動紀錄衛教頻率。

歷經多處執業場域，最後自

診所榮退，今專職台中市藥師公

會理事長李淑玲到場勉勵，「在診

所服務的藥師別輕忽自己的影響

力，用心做，民眾或醫師們都會

看重」。 

會議中多達八大項報告事

項，讓來自全國各地委員們深入

了解，近期全聯會與中央在進行

與診所藥師相關議題。另外，安

排委員們報告「各縣市公會診所

藥師委員會執行情況」暨分享「各

縣市報備支援建置與執行情況」，

可理解到占全國藥師四分之一的

診所藥師會員的期望與訴求，並

將辦理南（7月 29日）、北（9月 30

日）兩場分區座談會等決議，以快

速落實期望與回應會員訴求。

許嘉紋指出，去年年度計

畫，推廣建置報備支援，各縣市

公會與全國都有在進行，甚至部

分成效極佳，提供徵才管道與中

央數據，阻止醫師因為一例一休

強烈要求部分調劑權事宜。今年

度將回應民意，在醫藥分業單軌

制實施前，持續扮演好在基層服

務民眾的角色，在專業、用藥安

全與藥師能見度等部分將一併規

劃，讓大家再加把勁。

全聯會依據改版後「勞動基

準法」研訂的「勞動契約」及「診

所藥師常見工時模組暨勞基法規

範」，已於4月19日在全聯會TPIP

與專務委員會診所藥師委員會網

頁公告，讓位在勞方的診所藥師

有跡可循。無論是延續傳統或堅

持創新，診所藥師守護全民用藥

安全的心，從未改變。勇於挑

戰，接受新知，是大家從事藥師

不可缺乏的精神。

（本文作者為藥師公會全聯會診所

藥師委員會委員）

◎文╱嘉義縣記者紀珮珊

壯陽藥充孕婦補品！「查甫

郎，千萬不要只剩一張嘴！」這是

宣傳男性壯陽功能的鳥×牌愛×

好電視廣告，當初是以婦女妊娠

營養補給品申請廣告許可，實際賣

的卻是壯陽藥膠囊，違反藥事法第

66條第2項，被開罰20萬元。這則

違規廣告，曾引發大眾關注。

為宣導合法廣告知能，嘉義

縣衛生局107度「加強監控食品、

藥物、化粧品違規廣告」計畫，於

3月27日及3月31日，由嘉義縣衛

生局於稻江科技管理學院主辦三

場「藥品廣告法規」講習會，邀請

藥食科技正陳惠貞主講，說明藥

事法、食品衛生管理法、健康食

品管理法、醫療法等各項衛生管

理法之相關法規之外，亦有各種

違規案例探討。

陳惠貞表示，嘉義縣衛生局

近年來監控違規廣告統計資料顯

示， 其中106年藥物違規廣告占105

件，化妝品占 92件，以食品違規

廣告最多，占151件，以下列舉幾

種違規廣告案例：

一、網路販售××堂西瓜

霜：其中添加白芷、甘草節、紫蘇

葉⋯等中藥材，均非列於衛福部公

告之「可同時提供食品使用之中藥

材」。使用方法寫為「將適量噴灑

於患部⋯」，此產品應以藥品管理。

二、網購美國健康食品，並

上網拍賣，被衛福部發函通知違

反藥事法：有民眾自美國網站購

入「美國保健食品」Ginkgo Biloba 

3 0 m g膠囊產品，並於網路上販

賣。其產品標示 Ginkgo Bi loba 

Extract 等銀杏產品，應以藥品管

理，其製造、輸入及販售，均應

依藥事法之規定。又日本樂天推

出一款含銀杏萃取物之「記憶力口

香糖」，網路上更出現不少代購業

者，此產品因含銀杏萃取物，屬

藥品，不可輸入、販售。

三、網路販售未經核准，擅

自輸入之藥品個案：以日本藥品占

最大宗，其中以合利他命、龍角

散、太田胃散、小林製藥肩頸痠

痛液⋯等為最多。符合「入境旅客

攜帶自用藥物限量表」規定，國人

即可合法攜帶藥品入境，但僅供

個人自用，如在網路上販售，涉

及未經核准擅自販售、供應或意

圖販賣而陳列之情形，可依藥事

法第83條規定開罰。

四、××四仙寶（龜鹿二仙

膠）：成分組成與中醫藥典籍之固

有成方相同，已涉「固有成方」要

件，應以藥品管理。

愛FUN閃愛心園遊會 新竹市藥師熱心公益
◎文╱新竹市記者郭小懷

新竹市政府與財團法人天主

教仁愛基金會為推展啟智宣導及

重要的衛生、環保概念，共同於 5

月 19日在科長王麗芬用心策劃下

假新竹仁愛基金會晨曦發展中心

舉辦「愛 FUN閃 ~啟智．衛生．

環保愛心園遊會」。此次活動旨在

持續為身心障礙者投入支持與關

懷，讓新竹市成為多元關懷的友

善城市。

艷陽高照的一天，民眾攜家

帶眷趁著周末享受精彩的活動內

容，包括了仁愛天使帶來的「經絡

操」表演，也邀請到春風樂團、

A r t i s室內樂團、磐石中學聖歌

團、旺宏電子肚皮舞社、清華大

學世界民族舞蹈社、明新科技大

學 I.G.L舞團、塏欣幼兒園及中華

國際熱愛大自然促進會，用豐富

多樣的音樂、活力充沛的舞蹈、

整齊劃一的體操，帶大家一同感

受夏天的熱情。

活動現場有將近100個愛心單

位，新竹市藥師公會共襄盛舉，

由理事長壽偉瑾帶領多名藥師參

與衛生局的衛生教育闖關遊戲，

設攤「食在安心　藥求安全」、以

藥物分級為主軸及宣導「正確用

藥」，用題卡、趣味的小遊戲，讓

民眾從遊戲中學到正確用藥的知

識，寓教於樂。

園遊會吸引了三千多位民眾

參與，藥師們一向熱心公益，關

懷弱勢，發揮藥師的影響力，對

社會有一些貢獻，讓世界更美好。

↑藥師公會全聯會診所藥師委員會議於5月6日，在台中市藥師公會召
開。

←新竹市於
5 月 19 日
舉辦「愛
FUN 閃~ 
啟智．衛
生．環保
愛心園遊
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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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SMP網站改版 瀏覽便易 行動無礙

多元主題月例討論  法規實務齊步行

◎文╱高雄記者毛志民

美國用藥安全作業協會（ t h e 

Institute for Safe Medication Practices, 

ISMP）（網址https://www.ismp.org/）

網站近日改版，不但更方便使用者瀏

覽各種教育課程、工具和指引，並即

時了解新出現的用藥安全問題等所需

訊息，還可在各式行動裝置使用。

（如圖）

ISMP是已有 30年歷史的獨立非

營利的慈善組織，與該國醫事人員和

機構、衛生主管機關、消費者和專業

組織密切合作，提供有關用藥錯誤及

其預防的教育。此次網頁改版只是第

一個階段，接著將著重於提高醫護人

員、消費者和藥物安全官方獲取救命

安全信息的能力。

對台灣藥師們而言，該網站上

諸如高警訊藥品清單、易混淆藥名、

藥名大小寫改變（Tall Man Letters）等

許多用藥安全防護或避免藥師調劑疏

失的建議作法，頗多值得我們參考或

引用；特別是對於用

藥安全議題關注者，

ISMP網站內容有如是

黑夜裡的一盞明燈。

◎文╱高雄記者楊凱婷

高雄市第一藥師公會為提

升會員專業能力以及增進彼此

交流，於 5月開始舉辦月例會，

5月 19日特別邀請到勞工局科長

羅永新及衛生局代理科長郭垂香

至高雄第一藥師公會授課。

羅永新準備了非常豐富的

內容，用淺顯易懂的授課方式及

實際案例討論，使藥師們在一小

時內了解到最新上路的勞基法相

關注意事項，同時讓身為資方或

是勞方藥師都能了解自己的權益

與責任。在藥師法規的部分，郭

垂香在藥政法規執行經驗相當豐

富，這次不僅列出了大家容易混

淆的相關法規及實務案例做為輔

助，讓藥師們更能了解每個法條

規範的重點性及執行面。經過詳

敘解說後，一些較複雜的條文都

變得清楚明瞭，也更了解管制藥

品部分於實務作業上應注意的規

範。

高雄市第一藥師公會在理

事長蔡明聰及各委員會全力推動

下，藉由不同主題例行性的月例

會提升藥師專業，並凝聚會員間

的學習風氣，彼此互相交流，進

而達到提升藥師的專業與形象。

美FDA公告Lamictal用藥安全風險警示
◎文╱藥師黃永成

美國食品藥物管理局 (FDA) 4月25日公告

藥物Lamictal®（Lamotrigine）用於癲癇發作和

雙極性疾患又稱為躁鬱症 (bipolar disorder)會

導致一種罕見，但會過度活化身體的抗感染免

疫系統的嚴重反應，可能引起全身嚴重的發炎

反應，尤其是反應未被診斷並及時治療時，會

導致住院和死亡。因此，需要在 Lamictal®標

籤增加這種風險的安全警告訊息。

Lamictal®（Lamotrigine）單獨或與其他藥

物一起用於治療 2歲及以上患者的癲癇發作，

也可用作雙極性疾患的維持治療，以幫助延

緩情緒發作如抑鬱症，躁狂症或輕躁狂的發

生。停止 Lamictal®治療可能導致失控性癲癇

發作，或產生新的或會惡化心理健康的問題。

免疫系統反應稱為噬血細胞性淋巴組織細胞

增生症（Hemophagocytic lymphohistiocytosis, 

HLH），導致免疫系統無法控制的反應，臨床

表現通常為持續性發燒（一般＞38.3℃），並可

導致全身血液細胞和器官（如肝臟，腎臟和肺

部等）出現嚴重問題。

醫療專業人員應該留意HLH的判別和早

期治療的注意事項，對於改善HLH和降低死

亡率非常重要。但由於早期臨床表徵和症狀

（如發燒和皮疹）並不特異，因此診斷通常較複

雜，也可能與其他嚴重的免疫相關不良反應混

淆，如藥物反應與嗜酸粒細胞增多症和全身症

狀（DRESS）。評估出現發燒或皮疹的患者，如

果懷疑有HLH或其他嚴重的免疫相關不良反

應，則停止使用Lamictal®（Lamotrigine），治

療過程中出現HLH症狀，建議患者立即就醫。

（本文作者為台大醫院雲林分院藥劑部藥師）

→美國用藥安全作業協會
(ISMP)網站。

←高雄市第一藥師公會舉辦月例
會，5月19日邀請勞工局科長
羅永新及衛生局代理科長郭垂
香授課。

新北市藥師公會 公告
《107年度社區藥局實習指導藥師培訓》
課程內容： 請上本會網站查閱 h t t p : / / t cpa .

taiwan-pharma.org.tw/node/31861
上課日期： （暫定）6月23日（六）、6月24日

（日），08:30~17:00，共計兩天，
16學分。【認證審查中】

上課地點：  （暫定）新北市藥師公會會館
　　　　　（新北市三重區重新路五段646號8樓）
參加資格： (1)藥師具兩年以上健保特約藥局執

業或社區藥局相關教學經驗。(2)自
評符合實習指導藥師守則之「專業

準則」、「病人照顧準則」、「指導

實習生守則」等規範。(3)具教學熱
誠，有積極意願指導藥學生實習者

（參加課程前須簽屬個人資料保護

同意書）。(4)符合前三項條件者，
應填具推薦暨報名表 (附件 )，由
推薦單位審核通過後，始得參加培

訓。

結訓資格（含試題）及認證：(1)參訓學員須完
成簽到退，並全程參與培訓課程。(2)認證以六
年為有效期限，認證資格之延續需再經認證單

位認定。

報名表： 填妥請mail至 tcpa.t67@msa.hinet.
net或傳真 (02)2278-3267

《新北市藥事人員繼續教育》
辦理日期： 7月8日、7月15日（星期日）
主辦機關：新北市藥師公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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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報名時間：  6月19日下午1:30開放報名，額滿
請看網站公告

費　　用：免費（包含講義及午餐）

名　　額： 限本會會員 200名學員 （需繳清107
年度會費）

課　　程： 本次課程內容請上本會網站 http://
t cpa . t a iwan -pha rma .o rg . tw /
node/31571 查閱

報名方式： 管控每位會員一年限修本會課程一
次，一張報名表僅限報名一位，

恕不受理當天現場 /電話 /E-mail報
名。1.線上報名 (180名 )於全聯
會平台線上報名（須先登入藥師個

人帳號）2. 傳真 (20名 )02-2278-

1062，額滿即止。※傳真完畢請務
必來電確認，以便完成報名程序，

方才視同報名成功。

聯  絡  人：黃幹事（02-2278-3277分機18）。
注意事項： 為響應環保，本會不再提供紙杯，

請學員自行攜帶環保杯。自本

(107)年度起將採過卡方式簽到，
請攜帶身份證簽到，以保障您的權

益。

報  名  表：

※ 一張報名表僅限報名一位，恕不受理當天現
場 /電話 /E-mail報名。
※ 支持節能減碳請搭乘大眾交通：公車中興街
口站 /捷運新莊線先嗇宮站2號出口。

學員姓名 身分證字號

聯絡手機 會 籍 號 碼

申請公務人員學分 □是 □否

午　　餐 □是 (□葷□素 ) □否

姓 　 　 名

所 屬 公 會

藥 局 名 稱

身 份 證 字 號

執業場所電話

出 生 年 月 日

行 動 電 話

藥師服務年限

藥 師 證 號

餐 　 　 點 □葷  □素
電 子 信 箱       @                          （請寫正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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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山下海自強活動一日遊

生病時怎服藥 闖關遊戲寓教於樂

◎文╱台南記者林亨達

台南市藥師公會107年生藥採集活動，由

理事長吳振名率隊，特聘嘉南藥理大學藥學系

藥用植物學專家林榮貴老師講解。

此次選擇了群山繚繞的高雄市甲仙區白雲

山 ， 白雲山原名廓亭山，位於高雄市甲仙、六

龜區交界處，海拔1044公尺，沿途草木扶疏非

常適合生藥採集活動。

接著驅車前往高雄新地標 「 崗山之眼」。

園區位於岡山與燕巢區交界的小崗山，以天空

廊道為主角，全長88公尺，採用鋼構斜張橋之

形式設計，主塔橋為提琴意象呈現。天空廊道

可俯瞰阿公店水庫、阿公店森林公園、阿公店

溪及其平原之美景，天候良好時更能遠眺壯麗

之北大武山與周邊群山，半屏山、壽山、台灣

海峽更可一覽無遺。

接下來是文化之旅，美濃是南台灣極富客

家文化特色且民風淳樸的小城，名勝古蹟風景

優美。美濃民俗村更是完整保留客家文化，園

區內還可欣賞及親手DIY製造傳統手藝油紙傘

以及陶藝手拉坯。

最後抵達興達港，原本傳統的漁村在結合

地方特色與觀光休閒文化後，轉化成新興的現

代漁港。喜愛嚐鮮的朋友們，不妨來觀光漁市

享受平價美食與採購的樂趣。

此次活動除了登高遠眺之外，也欣賞日落

幕色，一天之內，除了「上山」享採集之樂，

也「下海」得親水之趣，真是收穫滿行囊。

財團法人林明芳教授臨床藥學發展基金會
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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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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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年 5月24日前報名9折優待2250元），含上下午點心、便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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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
日

1.精準醫學在臨床的應用及實例分享 三軍總醫院 洪東源 教授醫師
2.無藥，可醫 ? 簡介功能性的疼痛注射治療 潘健理診所 潘健理 院長醫師
3.醫療中的性別議題 中心綜合醫院 張君威 主任醫師
4.常見婦科疾病之治療趨勢及案例分享 三軍總醫院 王毓淇 主治醫師

7
月
1
日

5.糖尿病治療及病患自我管理案例分享 三總松山分院 洪乙仁 院長醫師
6.男女性荷爾蒙功能異常治療及案例分享 臺大醫學院 張天鈞 教授醫師
7.小兒常見過敏疾病診治及案例分享 馬偕醫院 徐世達 主任醫師
8.旅遊時如何預防感染及案例分享 輔大附設醫院 劉人瑋 副主任

7
月
8
日

9.常見血管急症之處置及案例分享 三軍總醫院 胡曉峰 主治醫師
10.大腸直腸病變診治及案例分享 馬偕醫院 許希賢 主任醫師
11.醫學美容的概念及治療案例分享 綺顏診所 詹育彰 院長醫師
12.諮詢不可不知的臨床檢驗數據及案例 臨床藥學發展基金會 林明芳 主任

◎文╱台中記者劉純玉

台中市藥師公會樂活藥

師志工隊，由理事長李淑玲帶

領，5月 5日參與中市西區大和

社區發展協會所舉辦的闖關樂

翻天  「揮揮暴力  人生更美麗」

活動，藉由闖關遊戲向民眾宣

導「用藥安全」的重要觀念。

此次活動由副隊長謝宜

倪親自製作道具，設計闖關內

容。帶領志工隊由「闖關遊戲」

宣導如何正確用藥，認識藥品

特性，生動活潑的道具在活動

一開始立即擄獲來自全場民眾

的注意力，小朋友也看得目不

轉睛。

「闖關遊戲」由擲骰子決定

挑戰的關卡，骰子有六面分別

代表：1.如何處理過期廢棄藥

品。2.家中藥品如何儲存。3.如

何正確在家測量血壓。4.正確用

藥知識 Q&A （包含中藥）。5.機

會。6.命運。共代表6個不同關

卡。藉由互動小遊戲中教導民

眾排列出處理過期廢棄藥品正

確順序，請小朋友將藥品收納

至家中醫療箱中，以看板方式

簡單介紹量血壓的方法及注意

事項，並介紹正確用藥5觀念。

有鑑於民眾對藥物的一知

半解，導致許多錯誤的用藥習

慣與藥物濫用，這次的活動希

望透過正確用藥 5觀念宣導看

板，結合創意及富教育意義的

「闖關遊戲」，倡導民眾對藥物

的認知，建立民眾正確用藥觀

念。在團隊合作中，參與的藥

師以身為「樂活藥師志工」為

榮。

↑台中市藥師於 5 月 5 日參與闖關樂翻天
「揮揮暴力 人生更美麗」活動。

← 台 南 市 藥
師公會107
年 生 藥 採
集 活 動，
前 往 高 雄
市 甲 仙 區
白雲山。

台南市
藥師公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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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羅嘉怡

治療

普遍來說，BRVO患者在視力方

面的預後較佳，而CRVO的病人通常

在治療前的視力表現就比較差，且此

狀況可能隨著時間持續惡化。其中，

部分非缺血型中心性視網膜靜脈阻塞

（non-ischemic CRVO）的病人，可能

發展成缺血型中心性視網膜靜脈阻塞

（ischemic CRVO），而在缺血型中心性

視網膜靜脈阻塞的病人中，則有四分

之一的比例會進一步演變成新生血管

型青光眼（neovascular glaucoma）3。

目前並無有效的方式能重新開

通（reopen）已阻塞的視網膜靜脈，在

RVO的治療上主要針對其併發症，包

括黃斑部水腫（macular edema）、視網

膜血管新生（retinal neovascularization）

及眼前房血管新生（anterior segment 

neovascularization）進行相關的藥物或

其他處置 8，以防止患者視力持續惡化

及新生血管型青光眼的發生。以下就

治療藥物及處置方式做一簡介：

一、 血管內皮細胞生長因子抑制劑
　　 （Vascular endothelial growth 

f a c t o r  i n h i b i t o r s ,  V E G F 
inhibitor）
VEGF是一個強力的促細胞分裂素

（mitogen），又稱血管通透因子，它在

血管新生過程中扮演著重要的角色。

其中，VEGF-A對血管滲漏具有調節的

作用，也是造成RVO續發黃斑部水腫

的原因之一。

因此，使用VEGF 抑制劑被認為

能改善黃斑部水腫並降低血管通透

性而有助於視力改善。以目前的發展

來說，VEGF抑制劑是 RVO續發黃斑

部水腫的第一線治療用藥 8。臨床上

有幾種透過玻璃體內給藥的VEGF 抑

制劑：bevacizumab、ranibizumab及

aflibercept，其中只有 ranibizumab和

aflibercept被美國食品藥物管理局及台

灣的衛生福利部核准用來治療RVO。

．Avastin®（bevacizumab）
Avastin®是第一個被研究指出對

CRVO續發黃斑部水腫有短期療效的

藥品，它是一種人類基因重組的單株

抗體，能和VEGF-A結合達到抑制的作

用。然而，Avastin®被廣泛的使用於黃

斑部疾病的治療，但都為非合法適應

症使用也尚未被正式核准用在RVO的

治療。而長期使用Avastin®治療的療效

及安全性，也需要更多臨床試驗進一

步評估 3。

．Lucentis®（ranibizumab）
Lucent i s®原用於治療血管新生

型老年黃斑部退化病變（age-related 

macular degeneration，AMD），研究顯

示，RVO使用Lucentis®治療6個月，能

對視力有所改善 3，在2013年被歐洲藥

品管理局（European Medicines Agency, 

EMA）核准用來治療RVO續發黃斑部

水腫，並被列於英國國家健康與照顧

卓越研究院（the National Institute for 

Health and Care Excellence, NICE）的治

療指引中。目前國內也核准其用於治

療視網膜靜脈阻塞（BRVO或CRVO）續

發黃斑部水腫所導致的視力損害，但

健保給付使用需要事前專案申請。

．Eylea®（Aflibercept）
根據研究指出，每月注射一次

Eylea®治療RVO，連續治療6個月，對

病人的視力改善能產生一定的效益，

且其在BRVO的治療效果比雷射治療更

佳 8。在RVO的治療方面，目前Eylea®

在國內被核准用於治療分支性視網膜

靜脈阻塞（BRVO）續發黃斑部水腫所

導致的視力損害，健保給付使用亦需

要事前專案申請。

目前針對VEGF抑制劑使用在RVO

的健保給付，規定使用於中央視網膜

厚度大於 300μm之 18歲以上患者，

且需經眼科專科醫師進行相關評估後

專案申請，第一次申請以 3支為限，

每眼最多給付 7支，且 ranibizumab或

Aflibercept製劑僅能擇一使用。

二、 玻璃體內植入型類固醇
（Intravitreal glucocorticoids）
類固醇能減少視網膜微血管的

通透性，並抑制VEGF的代謝路徑及

VEGF基因的表現，被認為能用以治療

RVO續發黃斑部水腫，治療藥品如下：

． Intravi treal  t r iamcinolone 
acetonide（IVTA）
曾有小型研究指出，IVTA對RVO

續發黃斑部水腫可能有改善的效果，

但其療效太短，且持續給藥超過一年

以上，即使再投藥也無法維持其療

效。除此之外，IVTA對於患者視力的

改善似乎沒有實質上的幫助，因此，

目前市面上並無發展此類治療藥品 3。

（待續）

（本文作者為三軍總醫院臨床藥學部

藥師）

淺談視網膜靜脈阻塞（2）

◎文╱潘師儀、紀曉芳

中醫治療

中醫治療上必須採祛風、清熱、除濕三個環

節。皮膚科名家張至禮教授將濕疹臨床表現分為

三大類型：

分析這些相關用藥處方，清熱利濕常用龍

膽草、黃芩、白鮮皮等，健脾燥濕常用白朮、薏

仁、扁豆、芡實、枳殼等，養血活血潤膚常用當

歸、白芍、丹參、雞血藤等。

結論

濕疹是一種多發性的發炎性皮膚病，也與患

者的特異體質相關，正因如此，非常難治。治療

期間，生活上避免處在潮濕環境，飲食宜清淡，

忌肥甘厚味辛辣之品，如肥肉製品、點心蛋糕、

乾果零食、含糖飲料。飲食和生活習慣互相搭配

調理，才能提高療效，減少濕疹復發，達到預防

勝於治療的效果。

（全文完）

參考資料

1. 陳建州，皮膚疾病的診斷與治療，台灣愛思唯爾

有限公司，2011:10-17

2. 洪淑英，惱人的皮膚病∼濕疹，傳統醫學雜誌，

2007，18(2): 90-97

3. 許堯欽等，全身性濕疹的中醫診療病例報告，臺

灣中醫醫學雜誌，2010，9(1):49-59

4. 黃 瑩等，濕疹診治醫案，臺灣中醫醫學雜誌，

2015，13(1): 43-58

（本文作者潘師儀為義大醫院中藥局藥師、

紀曉芳為義大醫院中醫部實習醫師）

濕疹的中醫藥探討（下）

證　型 症　狀 治　則 常用方藥

濕熱內蘊

熱重於濕

發病急、病程短。

皮膚潮紅腫脹灼

熱，繼而粟疹成片

或水泡密集，滲液

流津，搔癢無休，

抓後癢痛相兼，滲

出不止。舌質紅、

苔黃膩，脈弦滑數

清熱涼血

除溼解毒

袪風止癢

龍膽瀉肝湯、

清熱除濕湯或

石藍草方加減

濕熱內蘊

濕重於熱

皮膚輕度潮紅，有

淡紅色或暗紅色

粟粒狀丘疹、水

泡，輕度糜爛滲

出，結痂、脫屑反

覆發作。舌質淡、

苔白膩，脈沉緩。

清脾除濕

佐以清熱

健脾除溼湯加

減

脾虛血燥

型

脾損以厚為突出

特點。皮膚乾糙

肥厚，有明顯搔

癢。表面有抓痕、

血痂。可伴色素

沉澱。舌質淡、

體胖，苔白，脈沉

緩。

健脾燥濕

養血潤膚

健脾潤膚湯加

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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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年度長期照護醫事人員 藥師Level II培訓課程公告

以上課程皆於開課前一個月開放TPIP線上報名
如有疑問可電洽02-2595-3856轉128李思筠助理督導。

場　次 日　　期 地　點

花蓮場
7月21日、7月22日
7月28日、7月29日

花蓮縣衛生局

台東縣藥師公會(視訊場)

台中場
7月22日、7月29日
8月5日、8月12日

童綜合醫院

高雄場
8月12日、8月26日
9月2日、9月9日

高雄榮民總醫院

台北場
10月6日、10月7日
10月27日、10月28日

台北市藥師公會(長春會館)

信義會館(視訊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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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贈送105年合訂本）
買一送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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