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藥師週刊

退 件 請 退 回

板橋國慶郵局

● 為倡議我國 20歲以上民眾應

定期量血壓，藥師公會全聯會與

台灣高血壓學會今年將第 3度攜

手，共同舉辦「2019年血壓量測

活動」。

1.  「2019年血壓量測活動」活動期

間為期 2個月，從 5月 1日至 6

月 30日止。除了原有 2018年的

850間藥局外，亦將徵求新的藥

局加入。平時已有不少社區藥

局提供免費量血壓的服務，不

論是否參與過血壓量測活動，

2019年都歡迎一起加入本義務

性活動，展現社區藥局的功能

性。

2. 此次歐姆龍公司特別贊助200台

血壓計（日本製 JPN5，此為展

示機非新品），提供給此次活動

結束後，回收問卷量「達200份

以上」之「前200家」藥局。

3. 問卷填寫採取線上及紙本方式

並行，預計4月中下旬將相關資

料寄至藥局。線上問卷網址，

俟台灣高血壓學會建制完成

後，將另外公告。

4. 預計於4月份舉行一場線上說明

會，並將同步錄影，不克參與

者日後亦能於本會TPIP網站觀

看影片，細節將另行公告。

5. 如藥局體系有超過5間以上要參

與者，可來電索取 excel電子檔

一起團報。

6. 報名後，系統會回覆一封報名

成功的確認信，可至信箱中確

認是否有收到。

欲參與藥師公會全聯會社區

藥局委員會舉辦之相關活動者，

報名加入後，後續其他社區藥局

的活動將自動納入參與名單，惟

每年第一季將公告接受藥局新申

請或退出之作業日期，以利社區

藥局服務機能長期的推動深化，

提升對民眾服務的價值。今年度

舉辦之任何活動，將以此次報名

之藥局優先通知及錄取。

可依下列類別擇一選項報

名，活動網址https://reurl.cc/jynzp 

或可掃瞄QR Code，報名期間：即

日起至4月10日下午5點止。

1. 107年曾參與過血壓量測活動

者，全聯會會傳簡訊給您，請

您至活動網址確認基本資料是

否正確。

a.願意繼續參加且確認過基本

資料正確無誤者，不用再重

新填寫資料報名，將視為繼

續參加今年度所有活動，日

後將優先通知。

b.願意繼續參加，但資料有異

動者，請填寫基本資料進行

變更。

c .無法再繼續配合參與活動

者，請填寫基本資料，日後

不會再通知您任何活動訊息。

2. 107年未參與過血壓量測活動

者，基本資料請填寫完整，以

利日後寄送相關文件。

若 有 任 何

問題，電洽 02-

2595-3856轉130

周先生、136高

小姐。

【本刊訊】近來有關藥品短

缺，或藥品退出健保市場等問題，

民眾會擔心自身用藥是否會受影

響？對此，衛福部食品藥物管理

署藥品組於3月25日發布新聞稿指

出，近期有關泰寧注射劑的短缺，

台灣已有學名藥，在臨床使用是

直接注射，生體相等性相當，臨

床療效亦是相同。未來如遇缺藥

情況時，醫院藥師及社區藥局藥

師可提供民眾用藥之專業諮詢。

食藥署近年與健保署合作，強

化藥品療效不等通報機制，並主動

運用臨床資料，針對amlodipine、

s i m v a s t a t i n、 a t o r v a s t a t i n、

rosuvastatin、doxazosin等成分，進

行原廠藥與學名藥療效相等性分

析，並未發現原廠藥與學名藥有顯

著差異情形。食藥署提醒，醫療人

員發現疑似藥品品質不良或療效不

等的情況時，應通報「全國藥品療

效不等通報系統」或「全國藥物不

良品通報系統」，或撥打通報專線

02-2396-0100。

【本刊訊】中國醫藥衛生單位廈門市

衛生和計畫生育委員會於3月26日拜訪藥

師公會全聯會，進行一場醫藥交流。

藥師公會全聯會理事長古博仁偕同幹

部與廈門市衛生和計畫生育委員會副主任

王挹青、中醫處處長陳洪濤、等進行兩岸

醫藥實務交流。王挹青表示，此行的目的

在於學習台灣醫療、健保、中醫等經驗，

並邀請台灣藥師共同參與海峽兩岸中醫藥

發展論壇，以促進兩岸中醫藥學術交流。

理事長古博仁介紹台灣藥師執業概

況，他期望藥師應該負起的社會責任，台

灣健保醫療普遍，透過藥師發揮專業讓民

眾吃得健康，醫師、藥師各司其職，讓台

灣的醫療環境更優質。全聯會期望透過多

元的交流，充實民眾醫療品質。

重點
推薦

藥師診所任職
不宜簽訂承攬契約

快上長照Level-1課程
取得藥師執行資格

DIY衛教宣導小工具
滿滿的藥師愛

2版 3版 5版

全聯會邀社區藥局響應2019血壓量測

如遇缺藥 藥師可提供用藥專業諮詢
食藥署:學名藥與原廠藥品質皆達國際標準

廈門市衛生和計畫生育委員會訪全聯會 醫藥交流

↑中國醫藥衛生單位廈門市衛生和計畫生育委員會於3
月26日拜訪藥師公會全聯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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藥師診所任職不宜簽訂承攬契約

住院病人服藥「總包」或「餐包」孰佳?

◎文╱全聯會記者陳進男

某次在繼續教育，聽到有律

師提及曾有診所雇主擬以承攬契

約的方式聘用藥師，推測其可能

原因主要是診所雇主為規避僱傭

關係的勞動契約註一，因為一旦認

定為僱傭關係，基本上就會適用

勞動基準法相關規定，對於雇主

來說，便需遵守更多相關法定義

務，包含勞基法的工資、工時、

加班費、資遣費等相關規範。然

而，這樣的承攬契約是否適用於

診所藥師，從法律角度來看，似

乎有待商榷。

僱傭關係之判斷，將直接或

間接影響到勞工的工作權、財產

權、私法自治及契約自由等基本

權利，我國勞務契約有分為三種

典型，即「承攬」、「委任」與

「僱傭」。相關條文見於民法第482

條、第490條第1項、第528條。註

二

依據大法官釋字第740號及相

關意見書的解釋，勞動契約與其

他勞務契約的區別，在實務及學

理上，可由人格從屬性、經濟從

屬性及組織從屬性，做為是否屬

於勞動契約的判斷要素。

人格從屬性： 工作時間及活動不得

自由決定。

經濟從屬性： 薪資經常性發給、是

否需承擔事業風險。

組織從屬性： 工作相關流程需受管

理、監督。

首先，對受聘於診所雇主的

藥師而言，工作時間上必需配合

門診時間進行調劑，且工作範圍

需於診所藥局，具有人格從屬性。

其次，診所藥師的薪資是每

月經常性發給，診所藥師主要負

責配合醫師處方的調劑，並無需

負擔營運業務的風險，具有經濟

從屬性，與承攬性質亦不相符。

再者，診所藥師工作上也必

需受診所雇主的管理及監督，明

顯具有組織從屬性。

契約自由為私法自治之基

礎，但也必需符合相關法律規定才

得以成立。綜上所述，診所藥師的

工作性質，似乎並不符合承攬契

約的相關法律要件，診所雇主若擬

與藥師訂定承攬契約，恐怕會有法

律上的爭議。建議若有診所藥師求

職遇到相關情況，可先請教當地勞

工主管機關，並先與面試雇主提出

並討論法律上的疑義為宜，以避免

任職後產生後續相關的法律糾紛。

註一： 

勞基法第2條第6款：「勞動契約：

謂約定勞雇關係之契約。」

註二：

民法第 482條：「稱僱傭者，謂當

事人約定，一方於一定或不定之

期限內為他方服勞務，他方給付

報酬之契約。」

民法第490條第1項：「稱承攬者，

謂當事人約定，一方為他方完成

一定之工作，他方俟工作完成，

給付報酬之契約。」

民法第 528條：「稱委任者，謂當

事人約定，一方委託他方處理事

務，他方允為處理之契約。」

◎文╱高雄記者毛志民

各家醫院的醫療人員間，對於「總包」或「餐包」哪

個方式比較好，經常各執一詞。不論「總包」或「餐包」

都僅限於裸錠 (即散裝藥品 )，若從確保病人安全的視角為

最終考量，住院期間「總包」在藥品辨識清楚、服藥習慣

建立及處方更新處理皆較「餐包」為佳，「餐包」僅有服

藥方便的唯一優點，卻潛藏用藥錯誤的極大風險（請詳參

比較表）。

以高雄榮總的實務經驗為例，出院帶藥採總包理由除

上述外，和門診病人領藥時同樣採用一藥一袋調劑方式。

從明星花露水 看原廠藥退出台灣市場
◎文╱台南記者陳佳玲

日前最夯的新聞就是「明星

花露水暫時停產」和「憂鬱症常

用藥品－百憂解錠 20毫克自 4月 1

日起停止供貨，全面退出台灣市

場」，這兩則新聞一公布，立即掀

起台灣人一片囤貨潮。

許多民眾紛紛到網路上和商

店裡搶購明星花露水，擔心如果

停產後再也買不到這具有兒時記

憶的老商品。原廠百憂解在台灣

的使用率約占同成分藥品的4分之

1，使用人數約 1萬 5000人左右，

健保署表示除禮來公司生產的百

憂解之外，尚有 1 4家藥廠生產

同成分學名藥，即使百憂解退出

台灣市場並非無藥可治，話雖如

此，但仍有許多民眾無法接受百

憂解退出台灣市場的消息。

這兩則新聞有點類似，主打

商品市面上沒有了，但是還有其他

的東西可以替代，不是沒有辦法處

理，反而在這時候更能做適當改

革。明星花露水公司表示機器老

了，軟硬體設備都可以趁機更新，

停產是暫時性的，也許之後會有更

好的研發出來。百憂解雖然原廠藥

沒了，不代表沒有其他藥品可以替

代，與其仰賴國外進口，依賴外國

廠商，不如推廣國內藥廠，讓學名

藥的品質與原廠藥品真正相當，若

能研發更新形態的藥品也是對患

者的一大福音。

路堵住了，還有其他的替代

道路，但是前提是政府須重視藥

品問題，一昧地砍健保價可能造

成的後遺症要有應對方式，合理

且公平的健保價格才能維持藥品

供需平衡，才不罔當初辛苦建立

的健保制度。

總包與餐包比較表：

項目 總　　包 餐　　包

藥品辨識

包裝上可清楚標明床位床號、病人姓名等資
料外。藥品名稱、外觀代號、形狀、顏色及
主要適應症。可供藥師、給藥者或服藥者清
楚確認。

包裝上可清楚標明床位床號、病人姓名等資料
外。但藥品標示限於空間，標示可能僅限藥名，
因此辨識資料不足，無法供藥師、給藥者或服藥
者再確認。

處方更新
1.若原包裝未使用，可以歸回原瓶。
2.若原包裝已拆封，退帳並丟棄。

1.	若原包裝未使用，退帳並丟棄。因歸回原瓶
耗時費人力之外，還有藥錠潛藏汙染疑慮。

2.	若原包裝已拆封，退帳並丟棄。

服藥方便 各藥包取所需顆粒，增加給藥者或服藥者 單一包裝拆封服用	

服藥習慣
口服藥品包括片劑與散裝，皆採一藥一袋標
示原則發藥，可避免給藥者或服藥者誤解。	

餐包僅限散裝藥品，不包括片劑等便民包裝，可
能造成給藥者或服藥者誤解。

高雄市第一藥師公會 公告 藥師公會全聯會 公告
《重要活動訊息》∼請會員踴躍報名參加
※ 5月19日【國內自強活動】舉辦「東石漁港
搭海上觀光船至外傘頂洲、民雄花果椿妝酒

廠」一日遊  
※ 6月30日【中草藥臨床實務操作講習訓練 -
台灣藥用植物研習營】於南投縣竹山鎮台灣

民間藥用植物園舉行。籌辦人：生藥委員會

主任委員黃萬貴    
 ※ 6-9月【中藥臨床實務與實作課程】於本會

自由會館舉行。籌辦人：中藥委員會主任委

員郭姮均

※ 108年度4-11月【月例會活動】於本會自由
會館舉行，每月一次。籌辦人：社區藥局委

員會主委江慶豐及藥事照護委員會主委謝

寶珠

※相關公文資訊~詳如QR Cord
高雄市第一藥師公會 
傳真：(07)777-3303
電話：(07)776-9876 
地址：高雄市鳳山區文衡路458號9樓

《108年藥事人員戒菸衛教師輔導模式例會》
1. 鑑於專門培訓課程 (以前的高階課程 )已邁入第8年，為利取得證書之藥事人員順利換
證，並輔導藥事人員解決執行二代戒菸上的問題，增進實務經驗，特制定此課程。

2.輔導模式例會即日起開放報名，相關資訊如下：(1)採網路報名，可掃瞄QR Code進入報
名網站https://goo.gl/suPkSw（請留意大小寫），名額有限額滿為止。(2)錄取名單將依各
場次所訂日期公告於「二代戒菸藥健康」FB粉絲團及全聯會TPIP，並簡
訊通知學員，恕不接受現場報名。(3)參訓學員須完成簽到退、全程參與
培訓課程及測驗及格，可列入「高階證書換證繼續教育實體課程 -3積分」
計算。(4)聯絡電話：(02)2595-3856#136高小姐、121薛小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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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上長照Level-1課程 取得藥師執行資格

高雄市用藥整合服務普及計畫啟動

◎文╱台南記者黃大晉

想要取得長照 2.0藥師的執行

資格嗎？快上「長期照顧專業人員

數位學習平臺」https://ltc-learning.

org/mooc/index.php修滿 18個學

分，即可取得基本資格。

4月 1日健保又砍藥價了，

「百憂解」退出台灣市場，面對健

保砍價、原廠藥退出，社區健保

藥局藥師應該是最有感的一群。

要擔心之前較高價格購買的備藥

瞬間貶值調劑換取健保點數，也

要擔心醫院換藥，庫存備藥，無

法退還原供應商而變得一文不

值，又要面對缺藥、追藥的困

擾，多有無奈在心頭。

而在醫院、診所、藥廠以及

其他執業處所工作的藥師，若想

要在休假閒暇之餘也投入長照 2.0

的領域，一來幫助受照護者及其

家人，二來也增加個人額外的收

入，甚或是想要提早了解自己老

化後可能面臨的問題與困擾，知

道年長受照護者的身心變化與情

境，那麼，從「長期照顧專業人員

數位學習平臺」的各項課程中也可

以得到初步的學習。

怕高齡長者聽力會有退化

現象，所以講話時要大聲些且要

提高聲調以讓他聽得到？答案是

「X」的喔！你答對了嗎？這些長

照的技巧都可在學習平臺上學到。

台南市藥師公會理事長吳振

名提醒「長期照顧專業人員數位學

習平臺」，隨時都可上網進行線上

學習，趕快行動，先把長照藥師

的資格拿到再說！

◎文╱高雄記者曾雅聘

由高雄市政府承接主辦，

高雄市藥師公會及高雄市第一藥

師公會協辦之衛生福利部 108年

「用藥整合服務普及計畫」，於

3月19日召開第一次工作小組會

議，會議由藥政科長主持，除衛

生局簡技及長照科、醫政科列席

外，也邀請醫師公會理事長、常

務理事及診所協會，醫院藥劑部

主任及護理之家等代表，共同討

論計畫推動相關事宜。

會議開始先就計畫背景說

明，讓與會人員瞭解，接著進行

用藥整合服務普及化計畫三大主

軸討論：1.如何使參與計畫的社

區藥局於行政區普及率達標。

2.如何建立本市醫療院所－社區

藥局轉介，如何建立合作機制轉

介個案，及各院（所）轉介目標

數之設定。3.如何建立本市護理

之家收案服務及目標數之設定。

與會人員提出意見充分交流，對

計畫執行達到共識。

衛福部「用藥整合服務普

及計畫」的目的有：1. 藉由提升

藥師專業能力，有效執行藥事照

護服務。2. 希望藉由普及藥事照

護，落實分級醫療，讓藥事照護

模式能深耕地方，普及民眾。高

齡社會的來臨，我們應有醫藥合

作、推動在地基層優質團隊的決

心，期盼大高雄區社區藥局藥師

共襄盛舉，參與社區計畫。有意

願參加的藥師可聯絡公會報名參

加 4月 18日 4小時機構式照護培

訓課程，一起為守護民眾及提升

社區藥局專業來打拚。

桃園市整合型友善藥事服務計畫 生力軍培訓
◎文╱桃園市記者陳宜萱

桃園市藥師公會承接桃園市

衛生局「整合型友善藥事服務計

畫」已有多年，但參與的藥師以及

社區藥局仍有限，這次特別在計

畫開跑前，以線上問卷的方式調

查大家對於課程時間和內容的期

待，以增加藥師參與的意願。根

據線上問卷調查的結果，參與問

卷調查的藥師普遍認為標竿學習

分享會、照護系統教學、藥學專

業課程以及個案討論分享會是可

行的課程類型。

這次的培訓課程訂定於 3月

24日在桃園市藥師公會舉辦，從

社區藥局委員會主委杜佳曄進行

年度計畫介紹，今年的計畫工作

項目除了原有的社區式、機構式

以及居家式藥事照護、高齡友善

藥局服務、一據點一藥師宣導活

動、社區長者用藥安全競賽、用

藥叮嚀寶盒服務之外，更增加了

送藥到府的服務，讓藥師的在地

服務可以更多元、更接地氣。

標竿學習的部分則分別邀請

了藥師蘇柏名、鄭文柏、顏群芳

分享過去在不同場域進行藥事照

護的經驗、心得以及個案討論，

希望能藉以鼓勵新的藥師投入藥

事照護團隊，已參與的藥師亦能

瞭解其他縣市的成功經驗做為執

行計畫時的養分。另外，藥師能

在執業過程能發現民眾潛在的需

求，並適時的轉介，也是計畫很

重要的精神之一，故此次亦邀請

衛生福利部桃園醫院失智症個管

師張詩閔來為藥師們介紹AD-8極

早期失智症篩檢量表的使用，希

望能藉此提升藥師在公共衛生、

疾病預防的角色。

此次的課程設計，參與的藥

師普遍覺得滿意，也招募了許多

藥師參與計畫，在未來也會舉辦

雙月例會，藉由專業訓練課程以

及個案討論提升整體藥師的照護

品質。

↑「長期照顧專業人員數位學習平臺」修滿18個學分，可取得長照2.0藥師執行資格。

← 桃園市「整
合型友善藥
事 服 務 計
畫」於 3 月
2 4 日 舉 辦
培訓課程。

← 高雄市「108
年用藥整合
服務普及計
畫 」於 3 月
19 日召開第
一次工作小
組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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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Febuxostat 留意心血管不良反應

治療去勢抗性攝護腺癌骨轉移∼鐳-223納健保給付

藥師與您一起戰勝「腸病毒」

◎文╱苗栗縣記者顏群芳

美國 F D A在今年 2月 2 1日

發出警訊，提醒使用降尿酸藥

Febuxostat的病患，相較於使用

Allopurinol，會增加整體死亡風險。

其實在 2 0 1 8年 3月 2 9日，

N E J M上就有發表一篇期刊，

題目為「Cardiovascular  Safety 

of  Febuxostat or Allopurinol in 

Patients with Gout」，當時就發現

痛風民眾使用Febuxostat，相較於

Allopurinol，整體死亡風險高出

22% (P值=0.04)，當中因心血管事

件而死亡的比率，整整高出 34% 

(P值=0.03)。

所以 FDA建議，患者需告知

醫療人員自身是否有心臟病、中

風的病史，而在服用Febuxostat的

期間，如有出現以下狀況，須立

即尋求醫療協助，包括：胸痛、頭

暈、呼吸急促、說話困難、突然

劇烈頭痛、心跳過快或不規律、

身體有一側感到麻木或虛弱，這

些都有可能是發生心血管事件相

關的危險徵兆。

F D A也提醒醫療人員，病

患除非是對於使用Allopurinol無

法耐受或治療失敗，才能使用

Febuxostat，也要確實了解個案相

關心血管病史，並提醒他們如有

發生以上提到的徵兆，需立即就

醫治療，藥師也須留意患者使用

Febuxostat，除了是否符合健保給

付規定，還要注意其可能產生的

心血管風險，或其它不良反應，

以保障患者用藥安全。

◎文╱藥師黃子芸

時節將由春轉夏，很多病毒

蠢蠢欲動，腸病毒就是其中之一。

腸病毒為一群病毒的總稱，包括小

兒麻痺病毒、克沙奇病毒、伊科病

毒及腸病毒等 60餘型。腸病毒適

合在濕、熱的環境下生存與傳播，

台灣地處亞熱帶，全年都有感染個

案發生，以4~9月為主要流行期，

感染高危險群為5歲以下幼童。

腸病毒以腸胃道（糞口、水或

食物污染）或呼吸道（飛沫、咳嗽

或打噴嚏）為主要傳染途徑，也可

經由接觸病人皮膚水泡的液體而

感染，潛伏期約 2~10天，平均約

3~5天，通常以發病後一週內傳染

力最強。

腸病毒通常是無症狀或類似

感冒症狀，其中以腸病毒 7 1型

最易引發神經系統的併發症且致

病力最高，其常見症狀有手足口

症、疱疹性咽峽炎、連續發燒超

過3天且體溫超過39度與中樞神經

併發症（嗜睡、持續嘔吐、肌躍型

抽搐、意識不清等）。

腸病毒治療是採取支持性療

法，如退燒、臥床休息、預防與治

療脫水，口腔與喉嚨痛時宜進食軟

質或流質飲食（如布丁），大多數

會自行痊癒。感染腸病毒後，若出

現嗜睡、意識不清、頸部僵硬與肢

體麻痺等腸病毒重症前兆，請盡速

就醫治療，以掌握黃金治療時間。

目前腸病毒沒有疫苗可預防

（小兒麻痺除外），需注意防治6大

秘笈：1. 保持好習慣，勤洗手；2. 

人潮擁擠處，儘量少去；3. 居家要

整潔通風；4. 玩具常清洗，別放口

中咬；5. 生病要就醫，多休息；6. 

多運動，增強免疫力。

中華民國生藥學會 公告
《藥事人員生藥學學術研討繼續教育課程》
　　今年度學會特別安排台、日二國臨床專家學者授

課，課程內容遍及生藥療法的原理、常用促進青少年

發育之中草藥介紹、蕁麻疹之治療方劑健保資料庫統

計分析、 漢方生藥於內科器系疾患之著效應用實例、
生藥本草品種論述、以麻黃湯劑為例於方論與藥論、

臺灣常用青草藥介紹 、青草藥外用製劑實做、「傷寒
論了解與應用」關鍵章節復習、日本千葉大學柏の葉

診療所勝野達郎醫師∼漢方醫學對潰瘍性大腸炎之完

整治療介紹⋯等課程。

聯絡人：譚啟虹0922717417
今年度4場次課程日期：
日期 上課時間 地　　　　點

4月28日 9:00∼17:30 五都大飯店B1會議室（台中市豐原區三豐路一段2號）

7月14日 13:00∼17:30 台中101帝國大廈（台中市自由路1段101號14F-2）

7月21日 13:00∼17:30 台中101帝國大廈（台中市自由路1段101號14F-2）

7月28日 13:00∼17:30 台中101帝國大廈（台中市自由路1段101號14F-2）

新北市藥師公會 公告
《新北市藥事人員繼續教育》
辦理日期： 5月5日、5月12日
上課地點：新北市藥師公會會館（新北市三重區重新路五段646號8樓） 
報名時間：  4月15日13:30至4月24日17:00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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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年度會費）
課程： 本次課程內容請上本會網站http://tcpa.taiwan-

pharma.org.tw/node/325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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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報名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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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8年度20小時繼續教育課程》
上課日期：4月28日、5月5日，共二天（星期日）
上課地點：嘉義長庚醫院B1第二國際會議廳
報名時間：108年4月10日下午5時前
上課方式：請攜帶身份證親自刷到、刷退。

報名費用： 本會會員免費，非會員1500元，報名後，恕
不接受退費。（不提供點心及午餐）

報名方式：響應環保政策，本會會員請多加利用線上報名

系統填寫資料，恕不接受口頭報名，非會員請連同報名表

及匯款完成收據傳真報名或於報名期限內親至本會以現金

報名（到會前請先以電話查詢，以免途勞返往）。

 本次提供線上報名方式，請自行至https://
goo.gl/6CEVs5或以手機掃瞄QR CODE
報名填寫相關資料，請報名截止前繳清費

用，方為完成報名手續。課程表及報名表

請逕向本會網站下載https://chiayipa.com/

嘉義縣藥師公會 公告

◎文╱藥師黃永成

中央健康保險署 1 0 8年 3月

1日起核准鐳 -223（Radium-223 

d i c h l o r i d e，鐳治骨 ®注射液 / 

Xofigo® solution for injection）納入

健保給付，限用於治療去勢抗性攝

護腺癌（castration-resistant prostate 

cancer）病患，其合併有症狀的骨

轉移且尚未有臟器轉移者，為該類

治療患者的另一項新福音。

給付條件病人須符合下列三

項條件：患者須合併有症狀之骨

轉移且骨轉移≧2處、每位患者最

高使用六個療程、不得合併使用

abiraterone、enzalutamide及其他治

療因惡性腫瘤伴隨骨骼事件之藥

品，如denosumab、bisphosphonates

等。須經事前審查核准後使用，申

請時需檢附：1. 用藥紀錄（證明為

有症狀的骨轉移、需常規使用止痛

藥物）。2. 三個月內影像報告證明骨

轉移≧2處。3. 三個月內影像報告

證明無臟器轉移。

食品藥物管理署於 104年 6月

核准鐳 -223 （Radium-223，鐳治骨

®）的藥物許可證，此藥物可釋放

α粒子放射線，以近距離殺死骨

轉移病灶內的癌細胞群，藥品作

用範圍小於 100微米（不到 0.01公

分），較不會傷及癌細胞群周圍的

正常細胞，可將傷害降至最低。

目前國內許可適應症為治療去勢

抗性攝護腺癌病患，其合併有症

狀的骨轉移且尚未有臟器轉移者。

許多研究結果顯示使用鐳 -223

藥物對於去勢抗性攝護腺癌骨轉

移的病患，可有效控制骨頭轉移

病灶的惡化，延長病人存活率及

改善生活品質，是治療上的另一

新利器，原先為自費項目，納入

健保後，相信更可減輕病人的經

濟負擔及有效地提高治療意願。

（本文作者為台大醫院雲林分院

藥劑部藥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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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小智多星成長營 新竹藥師共襄盛舉

DIY衛教宣導小工具 滿滿的藥師愛
◎文╱台南記者黃大晉

舉一反三，能省則省，「以最省的經費創

造最大的效益」成為擔任公會幹部處事的思路

方向。以衛教宣導工具為例，如果每一類的衛

教宣導活動都需要製作一個配合主題的宣導工

具，那花費的錢累積起來也就相當可觀，尤其

是對藥師公會來說，既要投資經費於公益衛教

宣導活動，也要為藥師會員看緊荷包不鋪張浪

費，這對公會的幹部來說都是一項考驗。

3月16日由台南市衛生局主辦的2019世界

腎臟病日「全民護腎 健康完勝」宣導活動，在

文化中心舉辦。台南市藥師公會設攤的宣導題

目「活動轉盤」成為活動中的一個亮點，每個

到此攤位的民眾都自己轉得很高興，也在問與

答的過程中，從藥師親切完整的解說內容獲得

腎臟保健的正確知識。

最適合民眾需求的宣導題目，和可以讓民

眾自己玩的衛教宣導小工具都出自公會公關活

動委員會副主委涂逸權與擔任公會常務理事陳

寶惠之手，兩位夫妻檔同心在自己經營的藥局

內花時間動腦動手做，因為花費不多，也就自

行吸收不向公會申請費用。

宣導活動當日由台南市藥師公會理事長吳

振名、陳寶惠、黃燕棻、許淑瑛等藥師陪著民

眾一起轉動轉盤寓教於樂，吳振名更被邀請上

台和衛生局長陳怡一起跳健康操。當日台南市

各大醫院也都有派藥師或專業人員前往設攤宣

導，現場除了滿滿的人潮，這個DIY衛教宣導

小工具更是充滿藥師對民眾滿滿的關懷與愛。

◎文╱新竹市記者郭小懷

第三屆小小智多星多元成長營於 3月 9日

至 10日，在新竹市竹光國中舉行。由新竹市

政府與七師團隊（包括：醫師、中醫師、牙醫

師、藥師、律師、會計師、建築師），以及新

竹振道有線電視公司共同主辦，從最早的醫師

與牙醫師公會，進階到現在共有七個師團體加

入，已開辦三年，主要目的是讓學子透過職業

體驗能多面向的探索自己的興趣。

這次活動吸引了 125位國小三、

四、五年級的學生參加，新竹市藥師公

會理事長壽偉瑾帶領藥師們共襄盛舉，

由藥師柯廷佳主講正確用藥觀念，透過

五大核心能力的介紹，讓藥學生動的融

入日常生活，也透過話劇表演及用藥安

全歌曲引唱，讓吃藥這件事不再那麼令

人害怕，最後還進行廢棄藥處理的DIY

實作，讓大家了解廢棄藥的影響性及正

確的處理方法。每位同學在參加完兩個

小時的課程後，都開心的表示要回家和家人們

分享今天所學到的藥學知識，這正是藥學教育

向下扎根的具體實現。

同學們除了擔任小小藥師外，也擔任了小

小醫師、律師、會計師及建築師等，新竹市副

市長沈慧虹表示，未來也將持續舉辦此活動，

期望體驗式的學習能讓孩子更加了解自己的興

趣，有助於規劃未來的目標。

↑「全民護腎 健康完勝」活動，台南市藥師公
會設攤以DIY「活動轉盤」宣導主題，成為
活動亮點。

↑新竹市第三屆小小智多星多元成長營，藉由七師團
隊的職業體驗，讓學子能多面向探索自己的未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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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王笙帆

用途

癌症免疫治療是治療惡性腫瘤

的方法之一，藉由強化或是誘導自

身的免疫系統可以發揮對腫瘤細胞

的毒殺能力，進而達到治癒或控制

腫瘤的治療方法。

注意事項

若有以下狀況請事先告知醫

師：免疫相關疾病 (如：紅斑性狼瘡

等)、接受過器官移植、肺部疾病或

呼吸困難、有肝臟問題、已懷孕或

計畫懷孕、正在哺乳或計劃哺乳。

可能副作用及處理方式

1. 疲倦：避免開車、操作機械或需

要警覺性的工作，建議多休息、

充足睡眠與適度運動。

2. 皮疹、皮膚搔癢：(1)可局部塗抹

凡士林或乳液等加強皮膚保濕，

並避免搔抓患處產生傷口造成感

染。(2)保持乾淨清爽，避免陽

光直接曝曬，多穿著寬鬆之服

裝，避免摩擦患部產生不適。

3. 貧血，可能出現易疲倦、頭暈、

心悸或呼吸急促等症狀，應注意

以下事項：(1)多休息，攝取足

夠蛋白質或富含鐵質食物，如牛

肉、豬肝、深綠色蔬菜等。(2)

變換姿勢（從躺臥或坐立到起立

等）應緩慢，以避免頭暈或昏倒。

4. 腹瀉：少量多餐，清淡飲食，適

度補充水分及電解質，嚴重時可

採流質飲食。

5. 食慾降低、噁心：感到噁心時，可

緩慢深呼吸並放鬆心情。少量多

餐，清淡飲食，如麵包、水果、

果汁等。

6. 便秘：(1)多喝水或果汁，可攝

食富含纖維素的蔬菜、水果、全

穀類、麩皮等食物。(2)放鬆心

情、適度運動，養成良好的排便

習慣。

此類藥品雖無傳統抗癌藥品之

骨髓抑制副作用，但可能造成免疫

相關不良反應，若出現以下相關症

狀請立即告知醫師：

1. 內分泌功能異常：(1)甲狀腺功

能低下或亢進：心律不整、體重

改變、盜汗、易飢餓或口渴、怕

冷或怕熱、疲倦、焦慮、月經不

規律等。(2)腦下垂體炎：持續或

異常頭痛、四肢虛弱、頭暈或昏

厥，視覺改變等。(3)高血糖：口

渴、多尿、體重減少、易飢餓、

視力模糊等。

2. 肺炎：新的咳嗽症狀或惡化、胸

痛、呼吸短促或喘。

3. 結腸炎：腹瀉或排便次數增加、

糞便呈黑色、黏稠狀或帶血、黏

液、嚴重腹痛。

4. 肝炎：飢餓感減少、右腹部疼

痛、眼白或皮膚變黃、尿液顏色

偏深、易瘀傷或出血。

5. 腎炎：尿液顏色改變、排尿量改

變。

6. 腦炎：頭痛、意識不清、感覺麻

木。

7. 輸注相關反應：畏寒、顫抖、

喘、皮膚搔癢、皮疹、潮紅、發

燒、暈眩、昏厥感。

8. 感染：可能會有上呼吸道或泌尿

道等感染，如發燒（體溫高於 38 

℃）、寒顫、排尿灼熱感、嚴重咳

嗽、喉嚨痛或有痰、陰道分泌物

異常、身體部位出現紅腫熱痛等

症狀。

其它叮嚀

本單無法詳載全部資料，副作

用發生因人而異，若有疑問請諮詢

醫師或藥師。

參考資料

1. 臺北榮總藥學部藥教單張

2. Lexicomp Online, Lexi-Drugs 

Multinational Online, Hudson, 

Ohio: Wolters Kluwer Clinical Drug 

Information, Inc.; 2018. Accessed July 

3, 2018.

3. M i c r o m e d e x ®  ( e l e c t r o n i c 

version). Truven Health Analytics, 

Greenwood Village, Colorado, 

USA. Available at: http://www.

m i c ro m e d e x s o l u t i o n s . co m / . 

Accessed July 3, 2018.

（本文作者為臺北榮民總醫院藥學部

臨床藥師 / 陽明大學藥理所博士 /通過
美國癌症專科臨床藥師BCOP認證）

癌症免疫治療用藥指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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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文╱藥師鍾瑩慧
沉香（拉丁學名 A Q U I L A R I A E  L I G N U M 

R E S I N AT U M、英文名 C h i n e s e  E a g l e w o o d、

Agarwood），是傳統名貴藥材，也是名貴的天然香料

及工藝飾品的原材料。早在西元前700年就有用於宗

教儀式的歷史紀載，長久以來與宗教的歷史文化發

展密不可分，至今在佛教、道教、基督教、回教、

天主教仍作為熏香原料及其工藝飾品的原材料。1隨

著現代經濟的發達以及對沉香功效的了解，用在薰

香、品香、日常化妝品與藝品等的需求量大增，而

沉香樹的自然繁殖率低，天然環境的破壞加上人為

的掠奪式砍伐，導致沉香價格逐年攀升，高品質沉

香片或沉香塊的國際成交價可達 8000美金之譜，而

市場上也充斥著劣質品，甚至是浸泡香料、浸漬樹

脂、塗布顏色的偽品。

沉香為瑞香科 T h y m e l a e a c e a e植物白木香

Aquilaria sinensis (Lour.) Gilg及同屬近緣植物之含有

樹脂之乾燥木材。2味辛、苦，微溫。歸脾、胃、腎

經。具有行氣止痛，溫中止嘔，納氣平喘的療效，

可用於胸腹脹悶疼痛，胃寒嘔吐呃逆，腎虛氣逆喘

急。沉香作為藥用最早載於梁代《名醫別錄》列為

上品，較詳細的描述載於西晉《南方草木狀》： 「蜜

香、沉香、雞骨香、黃熟香、棧香、青桂香、馬蹄

香、雞舌香，案此八物，同出於一樹也。 ⋯木心與節

堅黑，沉水者為沉香；與水面平者為雞骨香；其根為

黃熟香；其幹為棧香；細枝緊實未爛者，為青桂香；

其根節輕而大者為馬蹄香；其花不香，成實乃香，為

雞舌香。珍異之木也。」。上述八物均是當代藥用沉

香，只是不同的商品規格而已。3

關於沉香的品級與結香的方式，李時珍在《本

草綱目》總結歷代論述曰：「香之等凡三︰曰沉，曰

棧，曰黃熟是也。」，棧香為半浮半沉；黃熟香為不

沉。又曰：「沉香入水即沉，其品凡四︰曰熟結，乃

膏脈凝結自朽出者；曰生結，乃刀斧伐僕，膏脈結聚

者；曰脫落，乃因水朽而結者；曰蟲漏，乃因蠹隙而

結者。生結為上，熟脫次之。堅黑為上，黃色次之。

角沉黑潤，黃沉黃潤，蠟沉柔韌，革沉紋橫，皆上品

也。」。熟結是指樹自然結香，死後埋入土裡經微生

物轉化數年的沉香；脫落是指樹感染真菌或細菌而

腐朽結香。1且並非所有的沉香都可入藥，曰：「有生

速，斫伐而取者。有熟速，腐朽而取者。其大而可

雕刻者，謂之水盤頭。並不堪入藥，但可焚。」，以

上可知快速結香時間過短的沉香不適合藥用。

（待續）

參考資料

1. 香、沉香與保育的千古奇緣（二）沉香類型與應

用。黃秀雯、陳建名、周寬基。自然保育季刊 95

期 ( 2016/09) , 64-75。

2. 臺灣中藥典 (第三版 )。衛生福利部。2018；155。

3. 南藥沉香的藥用歷史與產地考證。梅全喜、李漢

超 、汪科元等。今日藥學 21卷 1期 ( 2011/01) , 

3-5。

沉香的藥用考證與

近代研究（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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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京藥大師生來訪研修紀實
◎文╱ 藥師許博程，藥學生洪宥瑄、

全家甫

有朋自遠方來，不亦樂乎！日本

東京藥科大學藥學部別生伸太郎博

士、學務部國際交流中心宇治原忠

男，率領該校藥學部遠藤悠實、吉田

佳乃子、山內直也共 3位學生，於 3

月11日造訪嘉南藥理大學，進行為期

四日的研修行程。

在盛大溫馨的歡迎會與校園導

覽後，隨即展開一連串充實的研修課

程。課程規劃有課堂、實作與參訪三大部分，

內容涵蓋了目前台日熱門的中藥與長照議題。

課堂課程有楊政哲老師簡介「臺灣中藥」與

「中草藥中心」導覽、高榮醫師王郁鈞說明「臺

灣社區及居家醫療整合照護現況」以及藥師公

會全聯會藥事照護委員會主委邱怡玲介紹「臺

灣藥事照護與Hcare系統」。實作課程有陳莉

螢老師帶領「紫雲膏製作」與林恆弘老師指導

「中藥滴丸製備」。亦安排至高雄榮民總醫院高

齡醫學中心、長庚醫院中西藥局與社區藥局參

訪。此外，在研修最後一天，東藥大師生、嘉

藥師生及數位醫院與社區藥師共同參與「長期

照顧個案分析－教案PBL課程」，針對糖尿病個

案熱烈討論，激盪出不少火花。

別生伸太郎是第一次帶領學生來到台灣參

與藥事照護研習，他高度讚揚並感謝校方精心

安排的研習行程。別生伸太郎特別指出台灣與

日本藥學教育間的差異主要有：

1. 中藥課程（中草藥中心訪問、紫雲膏的製

作、滴丸製劑）

2.  雲端藥歷簡介和藥物相關問題分類介紹。

此外，實作和PBL等互動課程的整合，能

讓兩國學生有充分的機會互相交流，是非常寶

貴的經驗。此次研習觀摩學習了台灣的藥學現

況和教育方法，期盼未來能更加密切的合作以

提高兩校教師水準、兩國藥師專業和藥學教育

的發展。

也是第一次來到台灣的山內直也目前就讀

藥學系二年級，他表示非常感恩能來到台灣參

與此次研修，台灣的藥學教育融入了漢方中藥

實務課程，令他覺得非常新鮮，希望回國後能

將此經驗分享出去。

負責接待日本同學的藥學系大四學生洪宥

瑄、全家甫表示，與日本同學分配在同一組，

協助其了解上課內容是相當有趣的經驗，雖然

語言不通，然而彼此間藉著英文、Google圖片

以及肢體語言，在手機輔助下都能順利互相

溝通。課堂外，與日本同學一同搭車、用餐時

間有不少談天說地的機會，從日本女孩子喜歡

的彩妝品牌、日本拉麵推薦到介紹台灣的民情

文化，還讓日本同學們指導不少實用的旅遊日

文，此次與異國交流的際遇時間雖短，卻是永

生難忘的回憶。

透過此次台日雙方的交流活動，期能強化

雙方情誼與學術合作，提升兩國藥學教育發展

水準，並建構良好的國民外交互動模式。

↑日本東京藥科大學藥學部師生於3月11日造訪嘉南藥
理大學，進行為期四日的研修行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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