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藥師週刊

退 件 請 退 回

新 莊 郵 局

【本刊訊】台灣在2018年邁入

高齡社會，洗腎率目前仍名列世

界第一；根據統計每年國人丟棄

的藥物高達195噸，如何降低藥物

浪費，更有效地運用健保資源，

再次成為健保委員會議的關注焦

點。成立藥費獨立總額，使醫師

報酬回歸醫療專業給付，抑止

「以藥養醫」情況，有望成為一帖

解方，此也是理事長黃金舜任內

重大目標之一。

為爭取各界支持、廣納各

界意見，理事長黃金舜、諮詢顧

問葉明功、副秘書長邱建強、李

懿軒等，於 11月 2日拜訪健保委

員、臺大公衛學院教授陳秀熙。

陳秀熙肯定藥師近年的改

變，在人力素質提升、藥事照護

發展，及防疫期間的亮眼表現，

皆有目共睹。期許未來能精進用

藥安全的專家諮詢體系，並透過

數據等實證資料呈現藥師對於健

保的助益，以建立民眾正確用藥

觀念及提升社會對藥師的信任度。

藥費獨立總額部分，黃金舜

指出，雖是全聯會明確的目標，

卻也非一蹴可幾，全聯會預計先

從慢箋切入，進行小規模試辦計

畫。李懿軒進一步說明，藥價差

已成為醫院重要的收入來源，因

此未來總額設計上須導入相關配

套措施，將節省之費用回饋到醫

師的診察費，創造雙贏。此想法

獲陳秀熙的支持，並承諾願意提

供協助。

談論到藥事政策，黃金舜

點出仍有部分指示用藥納入健保

給付，此屬政府明顯違法，多年

來卻未見任何解決方案；而藥物

浪費，不僅耗費健保資源，也汙

染環境，不可忽視隱形的社會成

本。陳秀熙認為，藥價利潤應當

透過 OTC市場呈現，但民眾仍

習慣不論大病、小病一律就醫，

對此，全聯會如何發揮藥師影響

力，建立完善的OTC系統，是未

來重大課題之一；葉明功也認同，

並表示推動指示用藥平民化，改

善民眾用藥習慣，將是藥界須持

續努力的目標。

另外針對醫事人力部分，葉

明功說明，目前台灣的醫療保健

支出占GDP比例，與國際相較明

顯過低，此間接導致醫事人員過

勞；邱建強則分享，近年來藥師

已跳脫被動的調劑業務，逐漸走

入社會、民眾家中，在藥事照護

業務、送藥到宅領域上都大有發

展，若成立藥費獨立總額，開發

多元的給付來源，藥師將有更多

施展專業的空間。

【本刊訊】藥師公會全聯會理

事長黃金舜，與副秘書長李懿軒

於 10月 29日一同到中央廣播電

台，接受主持人徐帆的專訪，暢

談擔任藥師的甘苦談，以及全聯

會過去一年口罩實名制的努力過

程，和全聯會未來推動的政策及

展望。

黃金舜提到，去年口罩實名

制，全國藥師的努力之下，全民

有目共睹，對於今年藥事調劑費

的調漲有一大助益。經過 13年的

時間，物價、電價、房價齊漲，

藥事調劑費卻沒有調整，在健保

總額會議中，他堅持爭取之下，

終於在今年初成功定案，

約能爭取到 18億多元的預

算，這是多年來眾多前輩的

努力下，才能達成的結果。

對於外界傳聞已久的

中藥師一職設立一事，黃金

舜也表達強烈的看法，以韓

國為借鏡，中醫藥沒有完善

的分業，服用中藥的人數也

不到10%，造成韓國中藥師

販售西藥的亂象，而中西藥

的交互作用也對人體的影響

很大，中藥、西藥都是藥，

必須由專業的藥師來進行管理，

回歸「看病找醫師，用藥找藥師」

的概念，不應再另外成立中藥師。

對於全聯會的下階段目標，

黃金舜強調除了醫藥分業單軌制

是長期目標之外，也要推動家庭

藥師，讓家庭藥師深入民間與偏

鄉，服務年長與行動不便者，為

大家的用藥把關，減少肝腎等人

體負擔，進而減少洗腎的人口。

主持人徐凡的兒子施仰哲也

是藥師，目前在新北市執業，執

業之餘也在Youtube上經營「藥師

男友」的頻道，頻道中也分享相

關的衛教知識，拉近藥師與民眾

之間的距離。

訪談節目內容約兩個小時，

分為上下兩集，預計將在 11月中

播出，敬請鎖定央廣的播出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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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針對藥費獨立總額與藥事政策，理事長黃金舜於11月2日率幹部拜會健保委員、臺大公衛學院教授陳秀熙。

↑藥師公會全聯會理事長黃金舜，與副
秘書長李懿軒於10月29日到中央廣
播電台接受專訪。

爭取支持 藥費獨立總額
針對藥事政策 拜會陳秀熙 廣納各界意見

黃金舜接受廣播專訪 談全聯會未來展望

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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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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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藥師公會 歡慶新會館落成

宜蘭縣會員大會 頒獎表揚有功藥師

◎文╱台中記者黃 媜

臺中市藥師公會於 10月 24日

舉辦新會館落成典禮，新會館位

處台灣大道木玉大樓 13樓，佔地

346坪，除辦公場所還包含多間教

室及會議室，提供會員更優質的

活動空間。

臺中市藥師公會創立至今已

76年，歷經 31屆理事長，初創時

期沒有固定的辦公處所，會員不

過 20餘人，隨著會員人數慢慢增

加為數百人，於第 19屆時購置博

館會館，而今，會員人數已超過

2,500人，隨著會員人數增加，公

會組織已拓展至 12個委員會，且

有自己的刊物小組、藥師志工隊

及數個社團等，會員活動熱絡，

原會館已不敷使用，終於在今年 1

月初正式簽約購買新會館。

經過數月的重新整修裝潢，

於 10月正式遷入辦公運作，礙於

疫情期間之規範及安全，無法盛

大舉辦落成典禮，當天衛生局長

曾梓展、食安處長傅瓊慧、台中

市醫師公會理事長陳文侯、中醫

師公會理事溫家隆、護理師公會

理事長李秋香、放射師公會理事

長朱光華及各縣市藥師公會理事

長均到場祝賀。

木玉會館擁有多處辦公空

間，最大的教室能夠一次容納 200

人，不管是公務開會、社團活動

甚至是繼續教育課程，都可以在

會館舉辦，相信未來可以為會員

帶來更多的便利。

目前，會館已正式啟用，會

員們也已經開始利用各種的空間

設備，疫情後時代還沒有完全解

封，來到會館的藥師們雖然都戴

著口罩，但眼中都是滿滿的喜悅。

◎文╱宜蘭縣記者蔡美琦

宜蘭縣藥師公會於 1 0月 3 1

日召開第二十四屆第三次會員大

會，在 COVID-19的疫情下久未

見面的藥師會員，在嚴格的防疫

下，聚集於宜蘭縣政府文化局二

樓演講廳。

因疫情的關係，此次需配合

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公告的室

內會議規範辦理，實名制、戴口

罩、保持社交距離，因此長長的

人龍出現在報到處。

本次大會因應疫情，僅邀請

縣內督導機關或相關單位長官及

藥師會員參加。因為藥師在本次

疫情下的傑出表現，縣長特別指

派副縣長林建榮出席大會；衛生局

長徐迺維、科長莊淑姿親自出席；

另有縣議員莊淑如藥師及全聯會

理事安文彬（本會前理事長）代表

理事長黃金舜與會。會議在與會

貴賓及長官們的勉勵鼓舞下，進

入大會議程。此次議程規劃在進

行報告之前，首先進行配合全聯

會計畫執行有功之藥師的頒獎，

由林建榮擔任頒獎人。各項議程

在公會常務理、監事等幹部就會

務、業務及財務的報告，經與會

藥師鼓掌通過下結束。

在疫情嚴峻的今年，自強

活動、繼續教育因故停辦，但會

員們都能體諒。理事長楊永安表

示，繼續教育在疫情的逐漸緩和

下將儘快辦理，而今年沒花的預

算（小組費用）也將用在今年11月

的繼續教育，採免費方式辦理。

大會在理事長風趣的結語中圓滿

結束，期待明年再與各友會相聚。

麻黃素製劑管理說明會 雲林藥師出席踴躍
◎文╱雲林縣記者張志僑

雲林縣衛生局藥政科於 1 0

月 29日舉辦麻黃素製劑管理說明

會，由台大醫院雲林分院藥劑部

藥師黃永成宣講，藥政科長鄭雅

琦出席指導，專員王念涵主持。

說明會除邀請社區藥局、

醫院診所、藥廠負責藥師及相關

原料藥藥商業者，因應麻黃素製

劑結合不肖人士非法製毒犯罪行

為產生濫用，於管理面向為強化

其相關業務加以宣傳並在法規上

執行落實。講師黃永成宣講時指

出，麻黃素製劑產品濫用的非法

社會案件層出不窮，需由源頭管

制、追溯追蹤、風險管理三大主

軸與相關業界的藥師相互配合，

以強化管理機制。

對社區藥局藥師而言，販

售含麻黃素類指示藥品供應量以

每人每次購買七日用量為原則，

超過者需於食藥署官網下載專

用簿冊登記購買者姓名、藥名、

批號、聯絡方式、購買原因等資

料，以供衛生單位查核，避免該

藥流於非法用途。

藥廠與相關原料藥藥商業者

於每月 10日前申報前一個月追溯

或追蹤之資料，方能強化中上游

業者的管理與溯源且當上級查核

時不得出錯。會後現場除開放與

會嘉賓問答，課後還有Q&A的時

間，讓講師解惑。

麻黃素製劑產品流向，需要

藥師平時好好管理與相關事務持

續的關注，為社會盡點心力，預防

社會案件不法情事與遠離非法毒

害的發生，方是藥師應盡的責任與

民眾應當注意的課題。

↑臺中市藥師公會於10月24日舉辦新會館落成典禮。

↑宜蘭縣藥師公會於10月31日召開第二十四屆第三次會員大會。

← 雲林縣衛
生局藥政
科 於 1 0
月 2 9 日
舉辦麻黃
素製劑管
理 說 明
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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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宅長照個案討論會 分享居家醫療協作

智能藥櫃跨界創新 實務應用

◎文╱高雄記者曾雅聘

在宅醫療學會於 10月 20日舉

辦在宅長照個案討論會（採線上方

式進行），由高雄市安柏鄰好中西

醫聯合診所醫師朱得仁分享「居醫

/居護 /社區藥局協作下的社區居

家安寧」。並以實際照顧的個案為

例，表達基層診所在執行居家醫

療過程中因結合在地資源，如：居

家護理所及社區藥局等，讓照顧

個案過程更順利、結果更完美。

團隊共同照顧的個案是 70歲

女性，2017年確診胰臟腺癌後，

即與個案子女討論後續治療以安

寧緩和醫療為主。會議中由居家

護理師分享如何由收案初期關係

建立到後期舒適護理、臨終準備

及善終後案家之哀傷輔導等，付

出愛心及耐心令人動容。社區藥

師分享個案照護過程中，藥師除

提供送藥到府，給予用藥指導

外，特殊劑型的諮詢服務：如胰島

素針劑和麻醉性管制藥品使用方

面，都能適時地提供案家所需，

在關係建立後更在一次對話中，

個案對於早晚要依賴兒子協助打

胰島素，讓兒子奔波她覺得過意

不去，建議更改為一天一次的製

劑後，個案才放心。最後由朱得

仁總結個案在基層以專業、跨團

隊提供完備的照顧，讓在宅安

寧、居家醫療不再是夢想。

個案報告後，成員對於社區

藥局提供麻醉性管制藥品感到興

奮，因為許多無法達到安心在宅

善終，是緣於疼痛控制的麻醉性

管制藥品管理不易，目前法令相

對嚴苛，讓許多藥師卻步，如能

有較高管理費用給付或管制藥品

在申請購買有更好方案，相信對

在宅安寧推動會更友善。

目前參與居家醫療的社區

藥師不多，因此與基層團隊合作

照顧個案是很難得的經驗。社區

藥局支援團隊所需藥品，藥師送

藥到府讓個案有藥可以用，交付

時，給予用藥指導及適時提供諮

詢服務，讓個案及家屬都能放心

使用藥品，達到預期效果。

建立居家跨專業合作機制，

把服務送到家中，是高齡化不可或

缺的醫療及照顧模式，及早建立可

運行的模式，方能讓有需要的人得

到適切照顧，社區藥局不該缺席！

◎文╱藥師林志昇

近年AI應用於醫療領域已成

顯學，藥局在這熱潮中也多引進

智能藥櫃應用於藥事作業上。智

能藥櫃有四大核心價值：1.用藥

安全。2.即時給藥。3.節省藥品消

耗。4.便捷管理。在廠商和藥局

相互配合下已累積一定的經驗，

呈現出一定程度的效果，尤其是

前三項價值體現可謂完善，然在

便捷管理上，雖然已改善簿冊登

記、盤點庫扣等問題，但目前市

面上智能藥櫃皆無法在藥品數量

上自動「精準出藥」，尚需手工計

數。因此，藥櫃的藥品，尤其是

需管控的藥品（如管制藥品），多

次盤點即成為無法省略的步驟。

在節省醫護人員盤點的時間成本

上，還有改善的空間。

目前市場上智能藥櫃產品

已規格化，其產品模式不出抽屜

式和盒式兩種。因受限於廠商設

計，目前對自動「精準出藥」暫無

改善的可能，對於其他市場上的

計數機櫃產品，也不符合藥事作

業便捷管理的目標，只有另闢蹊

徑尋求突破。

既然在現有的市場產品上，

找不到符合便捷管理的機型，於

是把眼光轉向廣大消費者市場上

的相似產品，探討跨界應用的可

行性。經與日本販賣機廠商授權

的台灣廠商多次溝通，搭配其軟

硬體整合技術，最終，成功把藥

事作業應用流程整合進日本最新

式的客製多功能販賣機上，跨界

創新的智能藥櫃因而產生。它不

但完善自動「精準出藥」如圖，還

兼具冷藏功能，將智能藥櫃的存

放藥品範圍加大，且其效能不止

於藥櫃應用，倉道空間也可適用

於更多不同稍大尺寸（衛材）的存

放需求。同一品項物品可存放在

不同倉道，增加大尺寸物品的存

放數量。

藥師新專業 實證知識轉譯跨領域合作
◎文╱藥師吳承誌、劉淑貞

由高雄長庚所舉辦的進階實

證研討會，期望消弭醫療人員從

理論到實際應用的距離，主題為

「實證知識轉譯 -從理論架構到實

務應用」。

此 次 研 討 會 上 午 為 兩 場

keynote speech，由成大助理教授

胡芳文及長庚臨床藥師吳承誌，

帶領與會者了解實證知識轉譯的

框架；下午則以各醫院藥劑部為

首，進行四場實證知識轉譯獲獎

專案的分享。

下午的實務分享，由北中南

各區的醫院共襄盛舉。淡水馬偕透

過實證知識轉譯與跨團隊的合作

模式，建立低透析率血液透析膜病

人的 vancomycin給藥策略，透過

標準化處方的流程建立，推動一致

性的照護模式。義大醫院藥劑部透

過實證知識轉譯架構，搭配團隊資

源管理與品管圈策略，自 2015年

起以顯影劑的藥品管理為起點，

建立App智慧醫療的防護網。臺北

榮民總醫院藥學部多年抗凝血藥

師門診的經驗，進而探討手術圍期

(perioperative period)的停藥策略，

體現臨床藥師的照護實力與資訊系

統的個人化設計。彰化基督教醫院

從少見卻嚴重的全身性過敏反應導

入實證醫學的應用，詳實規劃相關

處置流程與藥物配置的考量，多重

步驟的實證策略構築最終的模式。

每場的分享題都涉及兩個以上的

部門，顯示跨領域團隊照護的重要

性。

經由此次研討會，了解透過

實證，輔以跨領域團隊合作，創

造以病人為中心的照護模式，終

能達成提升醫療品質的目的。

↑針劑出藥 ↑片裝出藥 ↑單顆出藥

↑在宅醫療學會於10月20日舉辦在宅長照個案討論會，採線上方式
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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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衛師法與藥師的關係探究

首款乾眼症鼻噴劑 獲美FDA核准使用
◎文╱藥師黃永成

美國食品藥物管理局（FDA）

10月 18日核准Oyster Point生技

公司其乾眼症治療藥物 Ty r vaya 

(varenicline solution 0.03mg)上市使

用，成為首款用於治療乾眼症的

鼻腔噴霧劑，提供另一種給藥途

徑的藥物治療選擇。

乾眼症的主要症狀包括刺

痛、對光敏感、視力模糊和眼

睛疲勞等，大約影響 3 8 0 0 萬

美國人，目前使用非處方人工

淚液治療。O y s t e r  Po i n t商務

長 John Snisarenko表示，與諾

華（Novatis）的Xiidra 和艾伯維

（Abbvie）的Restasis乾眼症治療藥

物相比，Tyrvaya 將價格較實惠且

具競爭力。

該項批准是基於ONSET-1、

ONSET-2和MYSTIC臨床試驗納

入 1,000多位輕度、中度或重度症

狀的乾眼症患者進行測試，根據

第4週Schirmer的計分評估，接受

Tyrvaya治療的患者，其結果顯示

淚膜（tear film）的產生有顯著改

善，具有統計學意義。淚膜有助

於保持眼睛濕潤，降低感染風險

並有助於視力清晰。

Tyrvaya是一種高度選擇性的

膽鹼激素致效劑，每天使用兩次

（大約相隔 12小時）在每個鼻孔各

噴一下，最常見的不良反應是82%

患者會打噴嚏，其他輕微症狀，

包括咳嗽、喉嚨刺激和鼻子刺激

約5~16%，目前沒有禁忌症。

參考資料： 

1. h t t p s : / / w w w . r e u t e r s . c o m /

b u s i n e s s / h e a l t h c a r e -

pharmaceuticals/fda-approves-

oyster-points-nasal-spray-dry-

eye-disease-2021-10-18/

2. https://www.healio.com/news/

o p h t h a l m o l o g y / 2 0 2 1 1 0 1 8 /

tyrvaya-nasal-spray-receives-fda-

approval-for-treatment-of-dry-

eye-disease

（本文作者為台大醫院雲林分院

藥劑部藥師）

◎文╱藥師顏幸達

今年10月8日受台中市藥師公

會之邀，分享有關「藥師與公共衛

生的關係」，個人僅就從學術的公

共衛生歷史背景、學院內課程、

美國文獻、與筆者過去在公部門

與在社區實踐、公共衛生師法相

關內容，與藥師先進做知識交流。

筆者曾早於三年前的藥師週

刊第 2091期內，撰文一篇「迎向

公衛藥師角色的時代」中說明藥師

在公共衛生的角色，因此本文重

點著重於藥師與公共衛生師法（以

下簡稱公衛師法）的關係說明。

108年的這場新冠肺炎風暴，

讓世界各地醫療人員，紛紛投入

防疫陣線，甚至連國外文獻都顯

示，藥師在公衛防疫體系的努力

並參與疫苗施打。台灣藥界先進

從 109年 2月 6日開始協助口罩實

名制販賣始，及後來的快篩試劑

販售與協助操作說明、預約疫苗

接種服務等，顯示藥師在公共衛

生防疫的重要角色，相信未來藥

師對於防疫工作也只會增不會減。

由於時代進步、交通運輸接

觸頻繁與快速，新興傳染病（如

SARS、MERS、COVID-19），勢

將成為 21世紀的公共衛生防治重

點，爰此，立法院終於在去 (109)

年 5月 1 5日，將擱置近 2 0年的

「公共衛生師法」決議通過，成為

亞洲第一個通過此法的國家，此

法通過，擴大相關醫事人員，以

考試取得公共衛生師（以下簡稱公

衛師）專業資格並取得參與公共衛

生事務的法源依據，身為公共衛

生領域的我們，不能不認識這新

法重要內容，然而公衛師法與藥

師有何關聯？下面即為此說明。

一、藥師也可以考公衛師？

考試資格：

（一）公立或立案之私立大

學、獨立學院或符合教育部採認

規定之國外大學 、獨立學院公共

衛生學系、所、組、學位學程畢

業，領有畢業證書。

（二）公立或立案之私立大

學、獨立學院或符合教育部採認

規定之國外大學、獨立學院醫事

或與公共衛生相關學系、所、

組、學位學程畢業，領有畢業證

書，並曾修習公共衛生十八學分

以上或曾從事公共衛生相關工作

滿三年以上，有證明文件。

二、 藥師要修習那十八公共衛
生學分，才具公共衛生師
考試資格？

共有六科目十八學分：生物統

計學、流行病學、衛生行政與管

理學、環境與職業衛生學、社會

行為科學及其他公衛課程。

三、 取得公衛師資格的藥師會
影響本身專業執業？

公衛師的定位：非醫事人員，

專業非專屬。公衛師定位為非醫

事人員，故不得執行所謂醫療行

為；所謂專業指的是非領有公衛師

證書者，不得使用公共衛生師名

稱；所謂非專屬是指公共衛生師執

行之法定業務範圍，以下情形不

受本法（公衛師法）規定之限制，

其中第 1項（其它項請參考相關資

料）是醫事人員或其他專門職業及

技術人員依其業務執行，例如藥

師依法執行本身專業相關業務（如

藥事服務）時，不受公衛法相關規

定限制。

四、 公衛師在那幾些處所執行
業務？執行業務範圍有那
些？

業務執行處所，以社區及場

域為主；業務執行範圍，以環境健

康風險及方案、疫病調查及防治

方案、民眾健康狀態調查及健康

促進方案、食品安全風險調查及

品質管理方案之規劃、推動或評

估及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認可之

公共衛生事務。

五、 因受政府指辦突發或重大
公衛事件，公衛師有何義
務與補償？

公衛師有接受政府指定辦理

突發緊急或重大公共衛生事件之

義務，非有正當理由，不得拒絕；

公衛師辦理政府指定業務所生之

費用或損失，主管機關應給與相

當之補償。

六、 公衛師執業滿兩年，可設
立公共衛生事務所？

根據公衛師法第8條規定，公

衛師⋯

（一）受聘於醫事、健康照護

或長期照顧機構、公共衛生師事

務所及其他經主管機關認可之機

構、場所。

（二）受聘於前款以外依法規

應進用公共衛生師之機關（構）。

公衛師已於前項規定之處所

執業累計二年以上者，得向直轄

市、縣 (市 )主管機關申請許可單

獨或與其他公衛師聯合設立公共

衛生師事務所。

藥師與公共衛生專業領域，

原本就有重疊部份且合作多於競

爭，例如在合作面，社區藥師可

以共同參與社區公共衛生事務，

如此可緩解在公共衛生在社區人

力不足的問題，並且參與衛生教

育、進行初級健康預防保健、篩

檢、疾病初級照護、提供社區病

人轉診、疫情通報與監測，讓疾

病與傳染病更有效可以受到控

制。

同理，公共衛生學術團體也

可適時提供藥物流行病學（例如

某一項用藥，對某些群組有特別

的作用或副作用）和某些影響預

防疾病的社經因素造成（例如抽

菸對身體不好，但會抽菸的人，

都是社會上什麼樣的人比較容易

抽？）給予藥局作為衛教與疾病

防治參考。

所以藥師如能認清自己在公

共衛生的角色，執業同時也參與

社區公共衛生計畫，相信民眾就

能獲得更多的健康保障。然而，

政府如何提供給藥師一個安心而

自願投入的環境，是必須去面對

與謀劃的責任。

藥師與公衛師的競爭，未

來公共衛生執行有了法源（公衛

師法）依據，政府可能在專業領

域的機關用人或某些計畫規劃、

監測、執行，會有特殊規定，限

定非公共衛生師資格者，不得為

之，例如，公務人員任用及某些

衛生計畫執行或教育宣導案招

標，可能會有資格上的限定。

當然藥師不一定要取得公

衛師資格，也能執行公共衛生業

務，只要秉持醫療人員「專業」與

「仁心」，相信藥師也能在公共衛

生領域貢獻己力。

（本文作者為台灣公共衛生促進

協會理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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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南藥挺陳皇宇 通過民進黨內初選
◎文╱台南記者黃大晉

長久以來，藥師的政治實力總

是輸人一大截，在很多的法案修法或

是議題上老是矮人一等，明年的台南

市議員選舉，現任台南市藥師公會理

事兼發言人陳皇宇藥師決定投入這場

選戰，要正式披掛上陣前得先通過黨

內的初選提名，懇請台南市的藥師來

幫陳皇宇助選，接到電話民調，大聲

說出：「唯一支持陳皇宇藥師」，讓

台南市能有一位「藥師議員」出現。

藥師陳皇宇將以黑馬之姿宣布

投入選戰，雖獲台南市長黃偉哲和

立委王定宇的支持，但隨著陳皇宇積

極走訪、勤於拜訪各界，聲勢越來越

旺，打壓的力道也越來越強，這時更

需要台南市藥師一起來當陳皇宇的後

盾，拜託親友也廣邀親友於民進黨的

黨內初選電話民調中，大聲說出「唯

一支持陳皇宇藥師」，讓他能夠順利

過關，獲得民進黨正式提名，參選明

年度的市議員選舉。

↑藥師陳皇宇決定投入台南市第十一選區新豐區（仁德、歸仁、
關廟、龍崎）的市議員選舉，懇請台南市的藥師一起來幫他順
利通過民進黨的電話民調初選。

社區藥局實習心得 藥師是社區的好朋友
◎文╱藥學生周慶岫、指導藥師周樺蓁

身為藥學生，在大三升大四的暑假

期間，筆者選來到台南榮記藥健康藥局實

習。

這是間特別的藥局，一走進門就發

現，周遭環境幾乎看不到任何藥品或商

品，在這溫馨的小空間裡，只有藥師和病

人面對面，這麼做的本意就是希望能以最

直接的方式關心病人，藥師的經營理念以

「人」為核心，主動關心病人，並提供所

需要的藥事服務。

實習時，常可以觀

察到藥師有著細心的觀

察力，像是藥師總是會

注意來藥局的長輩是否

行動不便，並主動上前

幫忙開門。藥師也常分

享要「視病如親」的觀

念，藥師的工作不僅僅

發藥、核藥，時刻關心

病人需求，照顧他們的

身、心健康才是最重要

的。有次，有位婆婆和

看護一起到藥局，婆婆

行動有些緩慢，一進門

就直接說她想買紗布和

優碘，因為她的腳受傷

無法康復，這時，藥師

第一時間並不是去拿商

品給婆婆，而是先問她

有沒有糖尿病的問題，

並調出雲端病歷，發現

她的血糖值偏高，於是就請婆婆先去醫院

做檢查並讓醫生診斷該如何處置，如果傷

口無法癒合是因為糖尿病造成的，那不斷

的買紗布藥水也只是治標不治本，無法康

復的，還有可能更嚴重。從藥師面對病人

時的情況，能深切體會以照顧「人」為本

的態度。

還有一次，有位住花蓮的婆婆，她原

在花蓮診所看診拿慢性病處方箋，近期來

到台南女兒家短住，處方內開了一個在各

大訂藥平台與台南各大藥局都未使用的藥

物，連同成分替代藥的選擇都沒有。當然

可以請婆婆回原藥局領藥，但為此要特別

回花蓮，那可是很辛苦的，於是藥師在確

認婆婆還有幾天餘藥可使用的情況下，費

盡千辛萬苦與藥品供應商連絡，最後找到

了，確認離台南最近的鹽水區有家藥局有

此藥品，也成功請藥局支援藥物，幫助婆

婆解決困難，婆婆的女兒離開藥局時還不

斷道謝。

藥師也會帶藥學生送藥到府，遇到有

些不識字甚至獨居的長輩，如果能夠讓他

們使用自己所信任的藥物，給予他們對疾

病治療的信心，這就是作為藥師的責任。

如何使用藥物也是相當重要的，但

這點卻常被忽視，常常是病人不會使用藥

物，造成病情控制不好，所以給藥時，有

耐心的教導病人如何使用是藥師的職責。

藥師教導藥學生許多藥物的使用方法，像

是NTG、各藥物服用時間、吸入劑、血壓

計、血糖機的使用。這也證明衛教藥物使

用方法的重要性。

兩 個 月 實 習

的經驗，能一輩子

跟著我們。對於社

區藥局和藥師的職

責 ， 有 更 多 的 了

解，也體會到藥師

職業的魅力，能夠

幫助民眾真的是一

件很棒的事情。

↑兩位藥師和三位藥學生，實習期間，藥師教導許多
藥物知識及執業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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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xiana® (Edoxaban) 用於

心房顫動之劑量調整(下)

《論藥之道》

檢驗項目參考值

BUN (blood urea nitrogen): 7-20 mg/dL; SCr (serum 

creatinine): male: 0.7-1.5 mg/dL; female: 0.5-1.2 mg/dL; 

CCr (Creatinine clearance rate): >60 mL/min; ALT (alanine 

aminotransferase): 0-40 U/L; AST (aspartate aminotransferase): 

5-45 U/L

（全文完）

參考資料

1. Jan Steffel, Ronan Collins, Matthias Antz, et al. 2021 European 

Heart Rhythm Association Practical Guide on the Use of Non-

Vitamin K Antagonist Oral Anticoagulants in Patients with Atrial 

Fibrillation. Europace 2021;00:1-65.

2. Robert P Giugliano , Christian T Ruff, Eugene Braunwald, et al. 

Edoxaban versus Warfarin in Patients with Atrial Fibrillation. N 

Engl J Med 2013;369:2093-104.

（本文作者為臺北榮民總醫院藥學部臨床藥師 / 
陽明大學藥理所碩士）

◎文╱陳柏瑋

案　　例：劉先生  

　　　　　年齡：90  身高：160.0 cm  體重：46.1 kg

腎  功  能：BUN=16 mg/dL; SCr=0.93 mg/dL; 

　　　　　CCr=34.4 mL/min

肝  功  能：ALT=23 U/L; AST=34 U/L

診　　斷：心房顫動

用藥紀錄：

疑義類別：忽略用藥劑量調整條件

疑義處方：Lixiana® tab 60 mg (Edoxaban) 1 tab QD PO

正確處方：Lixiana® tab 30 mg (Edoxaban) 1 tab QD PO

藥名/含量 劑量 頻次 途徑

Lixiana® tab 60 mg (Edoxaban) 1 tab QD PO

表　DOAC依腎功能劑量調整 (ESC 2021)
商品名 Pradaxa® Xarelto® Eliquis® Lixiana®

成分名 Dabigatran Rivaroxaban Apixaban Edoxaban

Ccr >50ml/min 150 mg BID 20 mg QD
5 mg BID

*註一

60 mg QD
*註二

Ccr 30~50ml/min 110 mg BID 15 /10 mg QD
5 mg BID

*註一 30 mg QD

Ccr 15~30ml/min 禁用 15 /10 mg QD 2.5 mg BID 30 mg QD

Ccr <15ml/min 禁用 禁用 禁用 禁用

註一　 符合下列三種條件兩種以上：年齡≧80歲、體重≦60公斤、血清肌酸
酐濃度≧1.5 mg/dL，調整apixaban 劑量為 2.5 mg BID。

註二　 1. Ccr>95 mL/min，使用edoxaban比warfarin有顯著增加缺血性中風的
風險，故不建議使用。2. 體重≤60 kg或併用P醣蛋白 (P-glycoprotein, 
P-gp) 抑制劑，如：cyclosporine、dronedarone或erythromycin等，建議
劑量為30 mg QD。

羌活與獨活的區分

及方劑應用(下)

◎文／許芯瑜

羌活與獨活（續）

羌活與獨活皆有散風寒、祛風濕、止痛的功效，但

在中藥的用途分類上卻有些微差異，羌活因氣味濃烈，解

表效果較佳，歸類為辛溫解表藥，獨活則歸類為祛濕藥。

在臨床應用上，羌活常用於上半身的風寒頭痛，獨活常用

於下半身的風濕痹症、腰膝疼痛。

方劑應用

臨床常用的相關方劑有九味羌活湯、獨活寄生湯，

以及羌活、獨活兩藥相合的羌活勝濕湯。九味羌活湯主治

外來風寒濕邪還有內熱，方中針對內熱還配伍了生地、黃

芩。獨活寄生湯以獨活為君，獨活善治下半身的風寒濕邪

而止痛，用於久痺後之腰膝受累。

羌活入太陽經，善祛風勝濕止痛，止痛效果好；獨活

入少陰經，主要側重於治療下半身，作用層次較深，也能

祛風濕止痛，因此羌活勝濕湯合用羌活與獨活，可以祛除

一身上下的風寒濕邪4。

（全文完）

參考資料

1. 臺灣中藥典第三版編修工作小組 (2019)。臺灣中藥典第

三版。衛生福利部中醫藥司。羌活，獨活。

2. 張永勳、何玉鈴 (2019)。彩色常用中藥材鑑別圖鑑。衛

生福利部中醫藥司。p.46, 79。

3. 嚴正華 (1998)。中藥學 (上 )。知音出版社。p.77-78, 

281-283

4. 成都中醫藥大學鄧中甲教授，方劑學75講。

5. 香港浸會大學，中藥方劑圖像數據庫。九味羌活湯，獨

活寄生湯，羌活勝濕湯。

（本文作者為三軍總醫院臨床藥學部中藥局藥師）

表二　方劑比較 5

九味羌活湯 獨活寄生湯 羌活勝濕湯

出　　處 《此事難知》 《備急千金要方》 《脾胃論》

組　　成

羌活、防風、蒼
朮 、 細 辛 、 川
芎、白芷、生地
黃、黃芩、甘草

獨活、桑寄生、杜
仲、牛膝、細辛、
秦艽、茯苓、肉桂
心、防風、川芎、
人 參 、 甘 草 、 當
歸、芍藥、乾地黃

羌活、獨活、蒿
本、防風、炙甘
草、蔓荊子、川
芎

中醫辨證
外感風寒濕邪，
內有蘊熱證。

痹證日久，肝腎兩
虛，氣血不足證。

風 濕 在 表 之 痹
證。

主　　治

外來風濕引起的
頭 痛 、 肩 背 疼
痛。

腰膝疼痛、痿軟，
肢節屈伸不利，或
麻木不仁。

外來風寒濕引起
的頭身、腰背疼
痛。骨節經絡風
濕阻滯較重，沒
有內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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