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Pharmacist Weekly
2021.03.15~03.21第2204期

《每逢週一發行》

1960.4.30創刊
發行人 /黃金舜　社長 /蕭輔元　總編輯 /翁青聖　執行秘書 /劉瑞耀　記者 /蔡秋鳳

發行所：中華民國藥師公會全國聯合會 社址：104台北市民權東路一段67號5樓

投稿e-mail：pharmist@seed.net.tw 網址：http://www.taiwan-pharma.org.tw

電話：(02)2595-3856   　傳真：(02)2599-1052 承印：益響實業有限公司 (02)2389-0021

版權所有．本刊圖文非經同意不得轉載　行政院新聞局局版北市誌第323號  中華郵政北台字第888號執照登記為雜誌交寄

藥師週刊

退 件 請 退 回

新 莊 郵 局

【本刊訊】藥師公會全聯會於

3月 7日舉辦春酒晚宴，向過去一

年辛苦的藥師們致上深深的感謝。

去年一整年於全球而言，

是多事之秋。面臨新冠肺炎疫情

肆虐，全國上下防疫措施都動了

起來，從邊境管理到避免社區感

染，安排防疫物資配送再到今年

的部立桃園醫院事件，加上近期

疫苗議題與健保改革的相關討論

也浮上檯面，許多挑戰接踵而

至。這些難關均有賴全國醫事人

員與公部門戮力打拚，方能關關

難過關關過。藥師同身為醫事人

員，過去一年來亦卓有貢獻，不

但肩負起口罩實名制的重責大

任，更藉此機會，為社區民眾提

供最前線的防疫衛教，在抗疫第

一線扮演重要角色。

此次晚宴貴賓雲集，總統

蔡英文、衛生福利部長陳時中、

立法院祕書長林志嘉、食藥署長

吳秀梅、疾管署長周志浩等諸多

貴賓均蒞臨指導，不分黨派地向

藥師們表達肯定與支持。同時，

為彰顯對藥界的重視，總統府日

前聘任理事長黃金舜為總統府國

策顧問，期望能提供更多醫藥建

言，照護全民健康、守護用藥安

全。

蔡英文：感謝藥師守在防疫第

一線，守護全民健康

會中，蔡英文表示，過去一

年，藥師在健保藥局已經售出超

過十億片實名制口罩，口罩實名

制可以落實，藥師功不可沒。她

更說到，為感謝藥師守在防疫第

一線，與政府一同打拚、守護全

民的健康，一定要特地到場感謝

藥師們。藥師工作本來就繁重，

為防疫工作，也承擔許多壓力，

大家真的是辛苦了。隨後，蔡英

文提及現在藥師在社會上的角色

定位，她說，藥師角色隨著民眾

的生活型態逐漸改變，更將藥事

服務譬喻成一個點，而藥師已經

從社區藥局的一個點走出，將其

連成一條線，並再進一步串聯成

一個綿密的面。諸如居家藥事照

護，及為校園、社區、長照中心

提供藥物諮詢與健康宣導、運用

智慧科技，協助偏遠地區的民眾

正確用藥，在在為人民提供更多

元化、妥善的照護服務。她也期

望，政府能跟藥師一同努力，打

造綿密的藥事照護網絡、建構全

方位的優質醫療體系。

除此之外，蔡英文也表示，

在醫藥政策上，藥師提供很多建

議，黃金舜理事長更是在每次見

到她的時候，都會將藥師們的訴

求說明得很清楚、很大聲，政府

都有聽到，也會嚴肅面對，請全

國的藥師放心，政府會與藥師們

一同打拚、作守護國人健康的夥

伴。

黃金舜：全體醫事人員的努

力，讓台灣成為防疫模範生

理事長黃金舜則先對於所有

貴賓的參與，代全體藥師表達無

比的光榮與感謝。他表示，這一

年來，總統、立法院、各行政部

門及醫事人員都非常地辛苦，疫

情讓大家忙得人仰馬翻。萬幸的

是，有總統蔡英文與部長陳時中

強而有力的領導、全體醫事人員

充滿韌性的努力，加上全民配合

防疫，方能有台灣防疫模範生的

美名。也非常感謝各界對藥師的

肯定，未來藥師在各項工作上會

更加努力，希望能像歐美等先進

國家，發展出成熟的醫藥分業單

軌制，並在社區及居家醫療網上

扮演更多角色，用心確保每位民

眾能安心用藥。

重點
推薦

防疫罩護府城
首見職棒藥獅日

不一樣藥師價值
偏鄉義診服務

臨床藥學大觀園
糖尿病胰島素衛教

2版 3版 6版

蔡總統蒞臨表達肯定與支持
藥師公會全聯會春酒感謝有您

↑總統蔡英文3月7日參與藥師公會春酒啟動儀式，向藥師表達肯定與支持，政府也會繼續和藥師一起來
打拚。

↑春酒現場，藥師歡迎總統蒞臨。 ↑總統蔡英文致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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突破疫情藩籬 台韓藥師線上送暖

防疫罩護府城 首見職棒藥獅日

◎文╱藥師蘇柏名

臺北市藥師公會與韓國首爾

特別市藥師會自 1979年締結為姊

妹會，今年已邁入第 42個年頭，

過去四十年，兩會透過互訪或是

聯合其他城市的藥師會，以論壇

的形式進行城際交流，立下深厚

的情誼。

2020上半年，因為疫情的關

係，導致原本規劃由時任臺北市藥

師公會理事長黃金舜率團的拜訪

取消，但兩會不因實體交流中斷而

斷了聯繫，2020年9月，第二十屆

臺北市藥師公會榮任交接典禮上，

首爾特別市藥師會長韓東珠，錄製

一段影片恭喜新任團隊就任，滿滿

的祝福讓在場的藥師感動。

今年初，臺北市藥師公會主

動聯繫首爾特別市藥師會，希望

透過網路會議的形式，針對兩國

藥師在新冠肺炎疫情時，藥師專

業的發揮及面臨的挑戰等議題進

行交流。首爾藥師會更希望在議

題交流前，能夠先安排一場新年

會，讓首爾與第 20屆的團隊進行

認識，於是在2月25日台北時間晚

上六點，有了這場交流。

會議中，韓東珠祝福大家身

體健康，對台灣的防疫成績及過去

一年藥師投入防疫的辛苦給予掌

聲。特別前來關心的全聯會理事長

黃金舜，除了與韓國的老朋友敘舊

外，也提到去年因社區藥局代售實

名制口罩的關係，讓許多民眾更加

了解藥師，從健保數據上來看，停

滯多年的處方釋出率也更加成長。

臺北市藥師公會理事長張文靜，在

會前已把象徵吉祥如意的葫蘆花

瓶及破繭重生的陶窯送至首爾，更

在會議中邀請首爾，在年中與臺北

市藥師公會舉行線上交流，討論

兩國的防疫政策及因應重大事件

時藥事照護的走向與深化，凸顯藥

師於防疫系統中的重要性，並彙整

經驗，讓國際看到藥師的努力與成

果。更期待兩方在疫情緩解之後，

恢復過往的互訪。

此次的線上會議交流，兩方

人員在鏡頭前的合照作結。簡短

的線上會晤，兩會確立接下來線

上研討會的議題方向與共識，即

便地點之限，仍可感受到兩會深

厚的情誼和齊心，讓藥師的專業

更加提升與展現的決心。

（本文作者臺北市藥師公會國際

事務委員會主委）

◎文╱台南記者吳禾中

2020藥師與民眾們一起走過

新冠肺炎的來襲。

這波疫情讓民眾對藥師的專

業更加了解。台南市藥師公會在

立委林宜瑾和理事長吳振名共同

努力下，辦理一場另類藥師節活

動，首度攜手與中華職棒總冠軍

隊伍統一 7-ELEVEn獅，共同舉辦
「藥獅日」，為宣導防疫，由台南

市藥師公會製作限量統一獅聯名

口罩，贈送統一獅教練團、選手

及進場看球的球迷，推廣安心看

職棒活動。

藥師除積極參與公共衛生領

域外，教育社區民眾正確用藥、

反毒宣導、為弱勢族群送藥到

府、長照藥事服務和失智友善協

助等也是藥師的專業。尤其在新

冠肺炎疫情剛開始時，即配合實

施「口罩實名制」，站在第一線代

售口罩並防疫衛教，短時間內便

順利上線，讓台灣在這波疫情交

出漂亮的成績單。

去年中華職棒大聯盟有幸成

為全球率先開打的職棒聯盟，是

全台人民及政府團結對抗疫情的

成果。2021年中職職棒 32年，聯

盟以「UNITED FOR BASEBALL」

為全新賽季的口號，大家持續團

結一心，創造更多的可能性。

此次，台南市藥師公會和統

一 7-ELEVEn獅攜手合作，要一起
「罩護府城，健康連冠」。今年的

新球季開幕戰，3月13日在台南棒

球場點燃戰火，迎戰來訪的中信

兄弟，藥師也會在場外作用藥安

全及防疫宣導，並提供球迷用藥

諮詢服務，搭配球場外的九宮格

遊戲，獎品為限量紀念版「藥師&

統一獅」聯名口罩，讓大小朋友

寓教於樂，共同學習正確的用藥

知識。3月14日為全台首創的「職

棒藥獅日」，一連串的活動盛大展

開，與民眾共同熱情參與。

台南市南瀛公會 28屆理監事 出爐
◎文╱台南記者林秀鈴

台南市南瀛藥師公會於3

月7日召開「第28屆第1次會

員代表大會」，當天會員代表

經由投票順利選出第 28屆理

事 11名、監事 3名。未來新

團隊將替會員謀取更多福利

及權利為宗旨，共同打造大

南瀛願景。

會中順利完成第 2 8屆

理、監事改選。新團隊老、

中、青兼具，年長團員有著

寶貴會務經驗，中生代可承

先啟後銜接傳承，新生代

注入活力搞創意，象徵「經

驗、傳承、創新」老幹新

枝、薪火相傳。

新團隊預定在 3月 21日

召開理、監事會，並選出常

務理、監事及理事長，將於3

月底完成新舊交接。期許未

來三年能為會員謀取更多福

利，創造更完善的工作環境。

↑臺北市藥師公會與首爾特別市藥師會於2月25日線上視訊會議進行
新年見面會與經驗交流。

↑3月3日台南市長黃偉哲、理事長吳振名、立委林宜瑾、統一獅選
手施子謙共同打擊新冠肺炎，讓台南成為健康城市。                                           

→台南市南瀛藥師公會於
3月7日召開「第28屆
第1次會員代表大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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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南市公會搬家了 舊會館完成標售

訓練用藥金頭腦 藥你關關過

◎文╱台南記者黃大晉

台南市藥師公會因會員人數快速成

長，現有東平會館面積已不敷使用，遂於

109年 12月簽約購買西門路近一倍大的新

會館。新會館貸款壓力不小，為縮短負債

年限，決定出售東平舊會館來籌湊資金，

償還銀行貸款。

為確保東平會館現況價值，公會先委

請鑑價公司提出鑑定報告來訂定召標底價。

東平會館位在東區精華地段，週邊南

紡商圈及平實公園轉運站正在大興土木建

設開發，未來增值價值極高。在「肥水不

落外人田」的概念下，公會決定優先開放

給會員投標認購，1月 13日在律師、會計

師與代書的見證下，全體常務理監事及監

事全員到齊，在場監督進行投開標作業，

全程錄影順利完成決標與當場簽約儀式。

台南市藥師公會新會館

地址： 台南市北區西門路四段15號6樓

　　　（京城銀行樓上）

電話：(06)2833160  傳真：(06)2833170

◎文╱藥師管紋莉、許瑋婷

每年1月15日藥師節，雙和醫

院藥劑部準備各式各樣的活動與

民眾共襄盛舉，透過活動，讓民

眾了解藥師的工作內容並增加用

藥知識。雖然今年因疫情關係，

限制人群距離的舞台，但參與民

眾們仍相當踴躍。

活動一開始，先透過院內自

製的影片「藥袋的一生」，讓民眾

了解手中的藥品是如何經過藥師

的重重關卡來到自己手上，也回

顧過去一年雙和醫院藥師團隊在

社區、國中小及企業衛教的照片

紀錄，向民眾傳達藥師走出醫院

深入社區，推廣公

衛活動，提升民眾

的用藥知識。

今 年 的 特 別

節目是團隊自行編

排演出的「用藥金

頭腦」短劇，以生

動活潑的戲劇結合

「用藥五不」正確

用藥觀念，讓民眾

在看劇的過程中，

能輕鬆學會簡單又

實用的用藥知識。

此外，藥師們準備闖關遊

戲，共分為「認識藥盒」、「廢藥

回收」、「藥袋我最行」等三個關

卡：「認識藥盒」可讓民眾知道如

何利用藥盒將多種藥品分類；「廢

藥回收」可了解家中多餘藥物正

確處理方式；「藥袋我最行」引導

民眾認識藥袋上的重要標示。民

眾積極參與，場面熱鬧非凡。在

闖關過程中既能獲得正確用藥觀

念，也能禮物滿載而歸，成功透

過遊戲將藥學知識生活化。

希望藉由每年藥師節的活

動，使平時因工作忙碌的藥師能

有機會和民眾近距離接觸，並給

予民眾正確的用藥觀念。在有趣

活潑的活動中，增進民眾和藥師

間的互動，走入人群落實與藥師

做朋友的核心能力。

↑台南市藥師公會1月13日完成東平會館公開標售作
業，當場與得標會員完成簽約儀式。

↑雙和醫院藥劑部透過藥師節的活動，讓民眾
了解藥師的工作內容並增加用藥知識。

◎文╱藥師張基元

藥師現行執業場所大多是在

醫院、社區藥局、診所、藥廠及

政府部門，國人對醫療人員的尊

敬也來自其藥學實務上的專業。

即便身處於台灣，城鄉差距

的因素也讓醫療資源有很大的落

差。在都市，民眾不用擔心就醫上

的問題，反而需在就醫前思索一

番，是要去醫療中心、區域醫院，

或是附近診所，就醫前還需要再思

考一下，要掛哪位醫師的門診？

在不熟悉的偏鄉山區，光是要下山

到最近的衛生所就需要半小時顛

簸路程，要到中大型醫院做詳細檢

查，搭乘村里愛心救護車，車程至

少兩小時。青壯年人口的外移也使

得村內所居住的多半是年老長者，

慢性病、行動不便、生活自理能力

也成為偏鄉的隱憂。

筆者以藥師身分參加台灣路

竹會「國內巡迴義診」已有三次

的經驗。台灣路竹會至今有近 25

年的歷史，國內每月一次偏鄉義

診服務，國外每季一次，截至目

前為止愛心義診足跡超過 370個

梯次，遍布全球 48個國家，每次

的出團服務集結醫師、牙醫、藥

師、醫檢師、美髮師、護理師、

陪讀志工、後勤志工等社會愛心

人士。

此次義診服務到訪屏東縣

來義鄉，從台北集合後，經過六

個鐘頭的車程，沿著山區起起伏

伏的單行道，準時在預定時間到

鄉。當地居民多半從事農事、畜

牧勞動工作為主，年齡層集中在

年長者與小孩，三天兩夜的周末

行程走訪七個村，服務超過600名

當地居民，每到一個村，會在村

里的集會所用醫療車搭建臨時看

診站，村民在村長的廣播下絡繹

不絕的來訪，先排口腔義診車做

口腔清潔 (洗牙 )、抽血 (基本檢

測 )、醫師看診、領物資與用藥。

看診站內求醫的民眾多半

是感冒、慢性疾病、外傷等，除

能行走的民眾，村長也帶醫師、

藥師、護理師到行動不便的病

患家中做居家訪視。這幾天的案

例印象深刻，我們訪視獨居眼盲

奶奶，教導她辨別痠痛藥膏外條

形狀及人工淚液眼藥水外殼的不

同，以確保能正確使用藥物；訪視

長年臥床的爺爺，原本混亂成堆

慢箋藥，輔助起居的外傭如何給

藥，幫忙整理慢性處方用藥，並

指導外傭如何正確幫助給藥；另訪

視工作車禍的工人家中，關心傷

勢及做基本包紮換藥的衛教。

很多時候，我們只看眼前時

會感覺世界很小，但看到遠方天

空時就覺得世界大的無窮無盡。

社會上還有許多角落，可能還是

有些病人因醫療資源不足而擔憂

著。藥師，身為醫療領域核心團

隊之一，關懷弱勢族群的社會責

任會讓我們有不一樣功能的價值。

不一樣藥師價值 偏鄉義診服務
← 醫療車搭

建的臨時
看 診 站
（診 間 與
藥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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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藥師黃永成

美國食品藥物管理局（FDA）

於 1月 20日批准Merck（默克）和

Bayer（拜耳）共同研發的心臟衰竭

藥物Vericiguat（Verquvo®），其為

口服給藥的水溶性鳥苷酸環化酶

（soluble guanylate cyclase,sGC）刺激

劑，是首款用於因心臟衰竭住院

或需門診靜脈注射利尿劑治療的

病患。可減少有症狀的慢性心臟

衰竭且射出分率（ejection fraction）

低於 45％的成年人，因心臟衰竭

所引起心血管死亡及導致住院的

風險。

根據VICTORIA的臨床三期試

驗結果，該試驗達到臨床試驗的

終點，評估Vericiguat對於射出分

率降低的療效，相較安慰劑降低

絕對風險 4.2％，證明患者因首次

發生心血管死亡或心臟衰竭住院

的比例有顯著減少。因此，兩家

公司在一份聯合聲明中表示，平

均需要一年治療 24名患者，可防

止發生一次因心血管死亡或心臟

衰竭導致住院的事件。

據估計，罹患心臟衰竭病患

全球超過 6000萬人，其中美國約

有 650萬人。「低收縮分率」心臟

衰竭（Heart failure with reduced 

ejection fraction, HFrEF）以前稱心

縮性心臟衰竭，其特徵是心臟在

其收縮階段、射出血液的能力受

損。在美國大約 40％~50％的心

臟衰竭患者患有HFrEF，當中約

30％的患者疾病會逐漸惡化，因心

臟衰竭導致住院的比例也顯著提

高，其中約 20％的慢性HFrEF惡

化患者於兩年內死亡。

參考資料：

https://www.biospace.com/

article/merck-and-bayer-win-fda-

approval-for-heart-failure-drug/

（本文作者為台大醫院雲林分院 
藥劑部藥師）

新冠疫苗抵台 官方資訊何處找?

群體免疫與R0 正相關性

FDA新核准 心臟衰竭用藥Vericiguat

◎文╱藥師毛志民

3 月 3日，國人翹

首殷盼的新冠病毒疫苗

運抵桃園機場。關於疫

苗簡介、公費疫苗接種

對象、Q&A及預防接種

受害救濟等資訊，在疾

病管制署網站（https://

reurl.cc/8yvAVX，）都可查

閱。

疫 苗 簡 介 ，

包 括 阿 斯 特 捷 利 康

（AstraZeneca, AZ）、輝瑞

/BNT（Pfizer-BioNTech）

及莫德納（Moderna）三

廠牌皆依國際最新資訊

滾動式調整，呈現「疫

苗概述」、「冷儲條件」、

「接種劑量及間隔」、

「安全性及保護效果」、

「接種禁忌」、「接種注

意事項」、「接種後注意

事項」、「接種後可能發

生之反應及因應措施」、

「疫苗其他成分」及「參

考資料」。如依據第三期

臨床試驗結果，接種新

冠病毒疫苗後常見副作

用（表一）及頻率（表二）

公費疫苗接種對

象以醫事人員為首要排

序，並在Q&A中說明，

包括如疫苗種類、該接

種幾劑？間隔多久？長

期保護效果？兒童、孕

婦或哺乳等是否可以接

種等民眾關心的疫苗相

關訊息，預防接種受害

救濟則提供案件登錄及

進度查詢、法規依據、

申請說明和表單下載等

資訊。

參考資料：

疾管署COVID-19疫

苗。 h t t p s : / / r e u r l .

cc/8yvAVX      

◎文╱苗栗縣記者顏群芳

目前許多新冠肺炎疫苗已陸

續通過各國批准，開始施打於民

眾身上，期待藉由「群體免疫」

的概念，讓此疫情獲得控制，早

日恢復正常生活，至於群體免疫

的覆蓋率該如何計算呢？這又跟

基本傳染數（basic reproduction 

number, R0）有直接的關係。

群體免疫是指一個地區大部

分的人類，對於傳染疾病已經有了

免疫力，可讓病菌傳播速度下降，

讓少數其他沒有免疫力的個體，不

會受到病菌的感染而致病。要獲

得群體免疫，可靠兩種方式，一是

自己本身就已感染到這些疾病，之

後體內產生了抗體，可用來對抗下

次的感染。第二種方法就是直接注

射疫苗，讓免疫系統可識別這些外

來的病菌，產生保護力。

基本傳染數是指在沒有外

力介入之下，同時所有人也都沒

有免疫力的情況下，一個感染到

某種傳染病原的人，會把病原繼

續傳染給其他多少個人的平均數

值，通常以R0來表示，當R0的數

字愈大，代表此疾病越難控制。

在沒有任何防疫的狀況之下，若

是R0 < 1，傳染病將會逐漸消失；

若是R0 = 1 時，傳染病只會繼續存

在該地方，而成為地方性流行疾

病（endemic）；若是R0 > 1，傳染

病則會以指數方式散布，成為流

行病（epidemic）。例如當R0等於2

時，表示此患者會傳染給其他2個

人，但一般並不會永久持續傳播

下去，因為擁有免疫力抗體的人

會逐漸增多，而被感染的人口也

會慢慢減少。

要有多少比例的人口具有免

疫力，才能達到群體免疫的效果

呢？這取決於群體免疫閾值 （Herd 

Immunity Threshold, HIT），它跟

基本傳染數R0有正相關性，其計

算方式為1- （1/R0） =HIT，假設R0

等於2，那麼HIT就等於0.5，也就

是需達到 50%的覆蓋率，才能擁

有群體免疫的效能，所以當R0越

高，那麼HIT也會越高，其代表著

傳染力越高的疾病，其群體免疫

的百分比勢必也得提高，才能有

效降低疾病的傳播速度。

所以這也是目前各國都要

開始施打疫苗的關係，藉由群體

免疫範圍的擴大，就能降低新冠

肺炎的傳播率，才能早日解封國

境，重拾美好生活。當然，個人

衛生習慣還是得繼續保持下去，

戴口罩、勤洗手還是最基本的防

範之道。

表一　接種新冠病毒疫苗後常見副作用

常見副作用 阿斯特捷利康疫苗 輝瑞/BNT疫苗 莫德納疫苗

注射部位疼痛 54.20% 84.10% 92.00%

疲倦 53.10% 62.90% 70.00%

頭痛 52.60% 55.10% 64.70%

肌肉痛 44.00% 38.30% 61.50%

畏寒 31.90% 31.90% 45.40%

關節痛 26.40% 23.60% 46.40%

發燒(>38度) 7.90% 14.20% 15.50%

表二　接種新冠病毒疫苗後副作用發生頻率 
頻率 阿斯特捷利康 輝瑞/BNT 莫德納

常見(≥1/100 to 
<1/10)

接種部位硬塊、嘔
吐

接種部位腫脹、
泛紅、噁心

接種部位紅斑、蕁麻
疹、泛紅

不常見(≥1/1,000 
to <1/100)

淋巴結腫大、食慾
下降、頭暈、腹痛

淋巴結腫大、不
適

接種部位搔癢

罕見(<1/1000) 　 任一側臉部麻痺 臉部麻痺、臉部腫脹

彰化縣藥師公會  公告
110年3月份繼續教育上課時間地點
時間：3月21、27、28日三天
地點： 彰化縣農會14樓（台北富邦銀

行，彰化縣政府旁中油加油站

斜對面）

地址： 彰化市中山路2段349號
　　　（停車費每小時30元，上限150元）
報名： 即日起開始電話向本會秘書詹小

姐報名04-7613930
　　　※本會會員優先

藥師週刊109年合訂本 每本售價1000元藥師週刊109年合訂本 每本售價1000元藥師週刊109年合訂本 每本售價1000元

（贈送108年合訂本）
買一送一

送完為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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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限限 量量 發發
行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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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紅維他命產品 行銷策略啟示
◎文╱藥師許博程 

一直以來保健食品是社區藥局獲利主力之

一。然而因為進入門檻低，遭致有機商店、大

賣場、直銷傳銷、電台、電視購物、電商網路

平台，甚至是夜市、檳榔攤等列強蠶食鯨吞，

過去榮景已不復在。

藥師們應當思考的是：為何專業如我，民

眾卻易騙難教，不跟藥師買單？換言之，在知

識面之外，應有其他的關鍵因素，說服消費者

願意掏錢出來，那麼其吸引力法則到底為何？

最近在某募資平台上，有網紅為其維他命

產品募得超過 3,000萬資金。本文先不評斷該

產品的成分內容如何，然其成功的行銷策略雖

無法完全複製在社區藥局的面銷場景中，但確

實能萃取出某些原則，帶給我們一些啟示。

第一，精準設定目標市場。因為企業的資

源有限，因此不能亂槍打鳥，那是白費力氣，

故精準的行銷首要為劃分市場區隔（Segment 

Market）、鎖定目標市場（Target Audience）與

精確品牌定位（Positioning）。該款維他命產品

目標族群設定為：生活在現代需要大量思考、

情緒反應、高速生活的「太空人」。利用太空

人的字面意義，讓消費者反思自己是否已被生

活掏空呢？同時太空人這個字眼也塑造一種高

科技、高質感的產品形象。

第二，塑造高品質的產品力。強大產品力

的要素有很多，但品質是最根本的元素。所謂

高品質的產品，必然是強調其具有安全性、有

效、實用、好用、耐用及美觀等特質。該款維

他命產品強調開發團隊研發特殊製程（油粉相

容液態光漾硬膠囊、藻油 /亞麻仁油取代化學

賦形劑），克服了許多障礙（營養素干擾、讓

油水成分相容、好吸收、均勻分佈、避免化學

賦形劑），將不同型態活性成分 all in one在膠

囊中，並宣稱這17種成分是高速生活的「太空

人」們所需。此外，該產品也強調其原料來源

頂級又安全，並通過各項檢驗，企圖解除消費

者的購買疑慮。而品質優劣也是比較出來的，

其主動揭露競品分析，宣示該產品的CP值最

高，並滿足消費者喜愛貨比三家的習性。種種

策略的目的塑造與強化消費者對該產品是高品

質的認知。

第三，連結產品特色－消費者利益。行銷

絕對不能自說自話，必須換位思考了解消費者

的痛點。換言之，我的產品特色對消費者而言

是否有意義？該款維他命產品主要賣點即是使

用後讓全宇宙看到我至顛峰狀態，這顯然對於

處在被榨乾邊緣的太空人們而言是極具吸引力

的。

第四，各種現身說法的感性訴求。除在

理性層面打到痛點外，消費者更容易受到感性

層面的心理驅力而做出購買決策。業者現身說

法，訴說劃時代的維他命真的很難做，但其龜

毛個性加上穿白袍的美照 /帥照，以及其醫藥

相關碩博士背景，傳達出這是一個賣家嚴選的

品牌精神。而多位營養師、醫師、毒理學者現

身說法，則是展現了專家的權威保證，塑造該

產品的可靠形象。最關鍵的是許多素人現身說

法該產品的使用體驗，告訴其他的太空人們：

「我用過，它很可以，所以你也該買來用用」。

第五，定價與促銷策略。現在，諸位太

空人們已經知道這是個很棒的維他命了，並且

我也立即需要它，剩下的是該如何買及價格問

題。因此，文案提出了「首批出貨限時超早鳥

方案」，這給消費者施加龐大的心理壓力：如

果不現在馬上訂購，錯過時機後，會不會買不

到抑或是買貴了？此外，文案提出了各樣購買

理由（如，買給親愛另一半、老闆同事一起團

等），企圖讓消費者多買一些並獲得優惠，滿

足消費者「呷好逗相報」及多買多賺的心理需

求，這是能立即提高營業額的數量促銷（折扣）

差別定價法的高竿運用。

上述種種行銷策略，皆是希望吸引消費者

注意、覺得產品不錯、引發需求動機、解除購

買障礙、促成當下做交易的決定以獲致滿足。

該維他命文案無懈可擊的展示，此一購買心理

路程的應用範例。

然而，在血淋淋的商場上，怎麼賣比你

賣什麼更重要。但是，藥局是健康事業，君子

愛財也要取之有道，這裡的「道」指的是專業

與基本道德良知。藥師據此挑選最合適的產品

滿足消費者需求，也許能活用上述某些行銷手

法，在服務過程中贏得友誼與賺取適當的利

潤，達到雙贏，經營才可能細水長流。若是昧

著良心做生意，空有話術卻華而不實，那麼就

和王祿仔仙並無二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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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呂宛靜

一、糖尿病之治療簡介

糖尿病為全球廣泛盛行

的慢性病之一，根據衛福部

統計，台灣約有兩百多萬名

糖尿病患，死亡率位居國人

十大死因第五位（2018），其

所引發的慢性合併症包括大

血管病變（腦中風、心肌梗

塞、周邊血管疾病），以及小

血管病變（腎病變、神經病

變、視網膜病變），對國人健

康威脅甚鉅。

糖尿病是因胰臟功能

喪失或惡化，使得胰島素分

泌不足或功能不良，導致血

糖調節失衡。以第二型糖尿

病的治療為例，包括飲食控

制、運動、藥物和衛教。良

好的生活型態即飲食控制與

運動，是基本步驟；另有其

他心血管風險病人也強烈建

議體重控制與戒菸，同時自

我監測血糖也是重要衛教項

目。藥物治療包括口服抗糖

尿病藥、注射胰島素、或類

升糖素肽 - 1受體的促效劑

（GLP-1 receptor agonist）。一

般先以一種抗糖尿病藥（首

選metformin）開始治療，

糖化血色素 ≥ 8.5%者，宜併

用二種不同機轉的抗糖尿病

藥，包含口服或注射藥品。

胰島素亦可考慮優先應用於

症狀較嚴重者（如典型高血

糖症狀、或已併用多種藥物

治療後糖化血色素仍未達控

制目標），及特殊族群或狀況

（如懷孕、住院期間、嚴重感

染、合併肝腎功能不良等）。

另外國內已建立糖尿病共同

照護計畫，以病人為主體，

與專業醫療團隊（包括醫師、

護理師、營養師、藥師等）共

同討論執行策略，達到控制

目標。而本篇將以「胰島素

治療」為主軸進行介紹。

二、胰島素治療

胰島素治療最重要的目

標是使血糖達控制目標，並

減少體重的增加與低血糖的

發生。臨床常見的起始注射

做法為併用基礎胰島素與口

服抗糖尿病藥。若HbA1c 仍

未達標時，就要考慮加上每

日一次（通常是最大一餐）

的餐前胰島素治療，或加上

GLP-1 agonist，或轉換成每

日二次餐前的預混胰島素。

當使用每日二次注射治療，

HbA1c 仍未達標時，就建議

基礎胰島素加上每日二次或

三次的餐前胰島素治療，亦

即轉換成使用 "basal-bolus" 注

射治療，或二次餐前的預混

胰島素轉換成三次餐前的預

混胰島素。此外病人在接受

胰島素治療前，也應該給予

適當衛教，包含飲食、自我

監測血糖、調整胰島素的技

能、及低血糖之處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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糖尿病胰島素治療衛教(1)

◎文╱涂慶業

藥理作用（續）

4. 降血脂作用
高劑量的大棗多糖可有效抑制高脂膳食所致

小鼠血清總膽固醇、三酸甘油酯和動脈硬化指數

(Atherogenic Index , AI)的升高，同時抑制高密度脂

蛋白膽固醇的降低，顯示大棗多糖能抑制高脂膳食

所致小鼠血脂的升高，因此具有降血脂作用。

5. 調節血糖作用
大棗多糖對α-澱粉酶和α-葡萄糖苷酶活性

均有抑制作用，其抑制效果隨著紅棗多糖濃度的增

加而上升，具有明顯的量效關係。大棗多糖可有效

延緩單糖的釋放和吸收，從而抑制餐後高血糖。大

棗多糖對糖尿病小鼠血糖的升高有一定的抑制作

用，而對正常小鼠的血糖和糖耐量均無影響。

6. 抗發炎作用
大棗多糖在體外抗氧化實驗中，能抑制發炎性

細胞因子，如白細胞介素 6 (IL-6)和腫瘤壞死因數

(Tumor Necrosis Factor TNF)。大棗多糖可降低活化

的T細胞產生白介素 -2(IL-2)，表明大棗多糖可能

存在抗炎活性。

7. 提高免疫力
大棗多糖是大棗中最重要的活性成分，其能提

高機體活性，促進淋巴細胞快速增殖，有效提高機

體免疫力，同時對正常細胞無副作用，對免疫器官

的萎縮也具有很好的拮抗作用。大棗多糖能提升脾

臟指數，降低血清MDA含量，改善T和B淋巴細胞

的轉化能力，具有調節免疫功能的作用。大棗多糖

可使氣血兩虛模型所導致的大鼠胸腺和脾臟的萎縮

減輕，使胸腺皮質增厚，脾小節增大，使胸腺皮質

淋巴細胞數和脾淋巴細胞數兩者均增加；使模型所

致的大鼠骨髓造血抑制減輕，可升高骨髓中紅血球

比例，促進骨髓有核增生，基本恢復正常水準。大

棗多糖的促進造血、增強免疫作用，也是其補氣生

血的主要機制。

8. 抗腫瘤作用
大棗多糖具有較強的抗腫瘤作用，其抗腫瘤機

制有兩種。一種是具有生物活性的大棗多糖通過啟

動和增強機體的免疫系統，從而誘導細胞分化，刺

激骨髓造血，抗腫瘤轉移和抗腫瘤血管生成，誘導

NO信號分子的產生，多糖與人體的免疫細胞通過

分子水準的接觸，使免疫細胞被啟動，釋放出細胞

轉導信號，進而啟動和增強免疫應答反應，最終通

過增強機體的免疫功能間接抑制或直接殺死腫瘤細

胞。另一種機制是通過大棗多糖的細胞毒性，直接

殺死腫瘤細胞。大棗多糖提取物 (JPS)可抑制肝癌

細胞的增殖，並可誘導癌細胞凋亡，達到抗腫瘤的

作用。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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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醫處方常用中藥－

大棗(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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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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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味再三 中藥詩謎見巧思
◎文╱台中記者劉宇琦

中藥源遠流長品目繁多，許多中藥的藥名

皆有其獨特韻味。因此文人墨客的作品也常自

中藥名取材。中藥也是民間日常應用之物，大

家耳熟能詳，運用藥名製成謎語供猜射娛樂者

所在多有。其中以單句謎最為常見，但也有壘

句成篇，通章語意貫穿意境幽美的藥詩謎，這

些佳作則更能展現創作功力與文人巧思，既是

讀詩，又兼猜謎，作品讀來更能吸引人吟詠再

三，品味無窮。

《堅瓠集》是清初文人褚人獲的筆記小說，

內容多為讀書筆記，豐富龐雜，堅瓠十集卷二

收有明代名醫李在躬的山居即事排律一首。

山居即事 李在躬《支頤集》
三徑慵鋤蕪遍穢，數枝榴花自鮮妍。

露滋時滴岩中乳，雨行長流澗底泉。

閒草文詞成小帙，靜披經傳見名賢。

渴呼童子煮新茗，倦倚熏籠灼篆煙。

朱為多研常訝減，窗因懶補半嫌穿。

欲醫衰病求方少，未就殘詩得向連。

為愛沃醪千頃碧，頻頻搔首問遙天。

此詩據說是李在躬在為某縣官診脈後所開

出的藥方，但字面上卻不見藥名，讓人摸不著

頭緒。原來這首十四句的排律每句隱含一味藥

名，分別為（生地）（紅花）（石膏）（澤瀉）（藁

本）（使君子）（兒茶）（安息香）（砂仁）（破故

紙）（沒藥）（續斷）（空青）（連翹）。

註：空青為礦物類中藥，是碳酸鹽類礦

物藍銅礦成球形或中空者的礦石。《神農本草

經》：味甘，寒，主青盲，耳聾，明目，利九

竅，通血脈。

此詩的字意是描寫隱者居於山中恬淡自適

的日常生活，及山中所見的小景小物，讀來清

閑愜意，字詞間隱含藥名，另見一片天地，更

是巧妙無比。

另有「五月將盡六月初，二八佳人把窗

糊，丈夫外出三年整，捎封書信半字無。」像

是一首佳人獨守空閨的閨怨詩，讀來幽怨悱

惻，則又另有一番滋味。四句之中每一句也是

一味藥名，分別為（半夏）、（防風）、（當歸）、

（白芷）。

從中藥詩迷處處可見文人巧思，及其創作

功力，實在令人回味無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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