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藥師週刊

退 件 請 退 回

新 莊 郵 局

【本刊訊】醫藥分業上路已滿

25週年，自 86年 3月以來，「藥

師」在各個角落扮演重要的角

色。COVID-19疫情初期，社區藥

局在口罩實名制和防疫物資的發

放與衛教，成功替台灣擋下一波

波的疫情，而藥師守護社區的形

象也深植人心；醫院藥師在加護病

房提供醫療團隊藥事照護，更完

整醫療拼圖；藥師代表今年元旦受

邀參加總統府升旗典禮，普遍受

到社會大眾的肯定。

藥師公會全聯會理事長黃金

舜於 4月 26日帶領第 14屆藥師公

會理監事以及各縣市公會代表，

至總統府拜會總統蔡英文。黃金

舜當面向總統表達感謝，也點出

在醫藥分業 25週年之際，應檢視

當前藥品政策仍存在各種問題，

包含：藥費的占比過高、醫院門

住診比例失衡、醫藥專業給付過

低、民眾平均就醫次數高於他國

等。

目前健保藥局在社區中扮演

重要角色，因此黃金舜強調「藥

費獨立總額」的概念，屬於源頭

制度改革「新的藥品管理方式」，

納入「提升醫藥專業給付」、「呈

現藥品管理及藥事照護價值」、

「檢討新藥預算編列方式」等重要

改革重點，開啟醫藥界對話、合

作解決醫藥界問題的契機，相關

辦法藥師公會已經著手研擬，期

盼將來能為台灣醫藥界帶來解決

方案。

蔡英文感謝藥師，於疫情期

間勇敢承擔，從一開始的口罩實

名制到近期的送藥到府服務，藥

師總是不辭辛勞，在防疫中扮演

不可或缺的角色。現在藥師的角

色越來越多元，除以社區藥局為

據點，在第一線提供民眾用藥知

識，藥師也走入社區，到民眾家

中提供居家式藥事照護，或是到

長照機構為長輩提供藥物諮詢。

總統強調，長期以來，藥師朋友

對政府政策提供很多寶貴的意

見。未來，不論是防疫工作的進

行或整體醫療、用藥、照護品質

的提升，總統也拜託所有藥師朋

友與政府齊心協力，繼續守護全

國民眾的健康。

【本刊訊】中央疫情指揮中心

於 4月 27日公布「快篩試劑實名

制」並於 4月 28日正式啟動，本

會目前已完成調查，全台總計共

有4,909家藥局、58家偏鄉衛生所

販售，截至 4月 28日疫情指揮中

心統計數字顯示，已售出 244,499

人份快篩試劑。

藥師公會全聯會理事長黃金

舜表示，政府規定每天販售 78人

份快篩試劑，根據之前販售口罩

實名制經驗，可預見排隊購買情

形出現，希望此次參與這近五千

家販售藥局，警政署可以加派警

力巡邏，避免糾紛等不理性行為

發生。

全聯會已在本會設置「實名

制快篩試劑販售專區」，民眾可

於該專區內查詢鄰近有提供販售

服務的藥局，亦可點選該藥局查

詢營業時間。參考口罩實名制方

式，民眾需持健保卡方可領取，

每人每次限領一份，一份五劑，

每劑 100元，共 500元；另亦採

分流領取，身分證尾數單號的民

眾，請於每週一、三、五領取；身

分證尾數雙號的民眾，請於每週

二、四、六領取，每週日則開放

所有民眾皆可領取，全聯會也製

作相關懶人包供民眾傳閱。

確 診 人 數 連 日 破 萬 高 達

99.69％屬於無症狀或輕症案例，

請民眾無須過度恐慌。快篩若能

順利普及化，民眾養成自行檢測

是否確診的習慣，並及時匡列隔

離，即可避免疫情無限制的擴張。

全台社區藥局分布密度高，

防疫路上，藥師始終和民眾站在

一起貢獻專業，成為防疫的助

力，藥師有信心能如同口罩實名

制般，順利完成販售快篩試劑實

名制的任務，故請民眾給予藥局

最大的支持，理性購買，杜絕謾

罵，共同攜手合作讓台灣儘早邁

向防疫下一階段，回歸正常生活。

重點
推薦

臺中市藥師公會 
陳振聲當選理事長

健保雲端新增抗病毒藥
交互作用主動提示

產學交流 
特色藥局參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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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藥師公會全聯會理事長黃金舜於4月26日帶領幹部晉見總統蔡英文。

藥師全聯會拜會總統蔡英文

憑健保卡可至全國近五千家藥局購買

理事長：應檢視當前藥品政策總統感謝藥師付出 防疫扮演要角

4/28快篩試劑實名制上路！

→實名制快篩試劑販
售專區 QR co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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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刊訊】藥師公會全聯會理

事長黃金舜與印尼藥師會 (IAI)會

長Nurul於4月23日簽署合作備忘

錄。

透過線上視訊方式完成簽署

合作備忘錄，締結為姊妹會。在

亞洲藥學會前會長王文甫、亞洲

藥學會現任會長Yolanda Robles、

台印兩會幹部，以及超過 2,000

多位來自 11個亞太國家藥師的見

證下，簽署合作備忘錄。這是藥

師公會全聯會首次締結海外姊妹

會，台灣走向國際邁出一大步，

未來的國際交流上，藥師會持續

參與其中，做出貢獻。

理事長黃金舜表示，台灣跟

印尼一樣，是太平洋上的島嶼國

家，因此，在許多議題上，雙方

都有互相交流的地方，例如醫院

藥學、社區藥學、慢性病管理、

健康保險、傳統醫學等。特別感

謝全聯會諮詢顧問王文甫居中牽

線，並獲得印尼藥師會會長Nurul

同意，兩會的交流正呼應亞洲藥

學會的口號「We are One」。不同

文化的國家可以更緊密的結合，

期盼將來能促進兩會實質交流，

凝聚更大的力量。

黃金舜強調，台灣是科技之

島及亞洲民主的國家之一，在全

人健康照護也有豐富的經驗。台

灣藥師透過醫藥分業、公共衛生

的參與其角色功不可沒。新冠肺

炎疫情以來，台灣藥師透過口罩

實名制、疫苗預約、送藥到府等

機制，更展現強而有力的韌性。

藥 師 公 會 全 聯 會 感 謝 過

去在亞洲藥學基金會 ( F A P A 

Foundation)的指導下，曾讓印尼

藥師到台灣，進行醫院優良藥事

執業訓練 (GPP training)，過程中

也有相當多的交流，不只是印尼

藥師到台灣參訪，台灣藥師也到

印尼進行實質的交流，雙方收穫

甚廣。過去，在亞洲藥學會舉辦

的活動中，都可以看到台灣藥師

們的身影，相信未來在國際交流

上，台灣藥師會持續參與其中，

並為藥界做出貢獻。

南瀛舉辦「居隔者用藥照護共識會」
◎文／台南記者林秀鈴

本土新冠肺炎疫情嚴峻，中

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宣布各縣市

公告全面啟動輕症居家照護，台

南市南瀛藥師公會於4月24日舉辦

「居家隔離民眾用藥照護服務共識

會」，希望藥師能夠事先模擬熟悉

流程並提醒「送藥到府」過程中需

注意事項，確保自身安全及圓滿

達成任務。

近日本土疫情升溫，確診人

數節節攀高，4月 24日單日確診

人數更達 5千多人，為保留急重

症醫療能量，中央採輕症者居家

隔離。隔離期間不便外出取藥，

規畫由藥師「送藥到府」方案。

針對該案公會立即成立「照護服

務組」，由理事長王英彥擔任總指

揮、社區藥局委員會主委黃昭勳

擔任執行長，下設新豐一區、新

豐二區、北門區、新化區、曾文

區、新營區等六區，各區分別設

小組長；特別設立「南瀛居隔送

藥」LINE群組提供服務平台讓參

加者執行遇到疑問或分享案例討

論，希望集眾人智慧，共同克服

解決，並可即時傳遞滾動式修正

方案及統籌等事宜。

會中大家踴躍提問，包括

管制藥品交付、居隔者的管藥簽

名、藥品點收、可否跨區、收

費、缺藥等等各式各樣疑問，在

在顯示熱情的藥師「送藥到府」使

命必達精神。台南市將啟動輕症

確診居隔居家照護，南瀛藥師義

無反顧再次配合政府防疫政策，

戰戰兢兢做好準備，反覆模擬執

行情境以便提供輕症確診居隔者

有領藥需求送藥到府的服務。

王英彥表示，非常感謝參加

該方案的藥師，初期執行時可能

會遇到許多問題，大家可在 LINE

群組發問一起共同來解決，必要

時向全聯會尋求解套方法，會後

贈送參加者一套防護裝備並貼心

提醒「送藥到府」過程中務必做好

防護措施保護自己。

職棒開幕賽 南市公會宣傳藥師專業
◎文╱台南記者黃大晉

中華職棒開幕賽 4月 3日在台南球場舉

行，台南市藥師公會緊抓住機會在球場設

攤宣傳「慢箋領藥到社區健保特約藥局」，

同時也讓「藥問藥師最安全」系列影片中的

「藥盡全力、做到最好」影片，首次在球場

的大螢幕上播放，藉以提升藥師形象。

台南市藥師公會理事長吳振名表示，

任何能提高藥師形象與增加社區藥局執業友

善環境的機會場合，台南市藥師公會一定爭

取露出機會，為藥師會員做最大的努力。

吳振名感謝成大藥學系畢業的陳育

緯、廖信羽兩位藥師親自為「藥盡全力、做

到最好」這部影片中的RAP歌曲作詞、作

曲、演唱，讓民眾知道藥師的養成過程與瞭

解藥師為民眾做些什麼事。

↑台南市南瀛藥師公會於4月24日舉辦「居家隔離民眾用藥照護服務
共識會」。

→4月3日中華職棒開幕賽正值冷氣
團來襲，台南市藥師公會的幹部
不畏風寒，在球場設攤宣傳「慢
箋領藥到社區健保特約藥局」。

台印藥師會簽署合作備忘錄 We are One

↑ 藥師公會全聯會理事長黃金舜（左）與印尼藥師會（IAI）會長
Nurul（中）透過視訊於4月23日簽署合作備忘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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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藥師公會 陳振聲當選理事長

樂活藥師成長課程 藺草拍打棒製作

◎文╱台中記者黃寶珠

社團法人臺中市藥師公會於 4

月 24日召開第三十二屆第一次會

員代表大會，會中並改選理監事

團隊，由陳振聲高票當選第 32屆

理事長。

當天正值COVID-19疫情確診

人數破5千案例，一切採取高規格

防疫準則，量額溫、噴酒精、全

程口罩不離口，在嚴峻疫情下完

成會員代表大會暨選舉。

食藥處長傅瓊慧特別感謝這

兩年來疫情期間，臺中市藥師公

會全體藥師協助衛生局許多計畫

案推動與支持，如弱勢居家照護

為弱勢族群的用藥把關及提高生

活品質、高齡友善藥局給銀髮族

更多舒適有利友善的環境，營造

幸福健康的台中城市。處長也語

重心長說明防疫靠大家，尤其已

經實行的居家送藥到府及 5月即

將實施的快篩試劑實名制，都需

要更多社區藥局站出來，一起來

配合執行，再次感謝跟肯定藥師

在公衛上的付出與創造藥師的價

值。全聯會葉人誠常務也感謝藥

師配合推行所有全聯會爭取的計

畫案，用心做好好發揮專長，做

出藥師的價值。

新任理事長陳振聲將帶領

新團隊面對疫情衝擊，沒有蜜月

期，也沒有緩衝時間，刻不容

緩，與所有會員堅守岡位，輔導

送藥到府、快篩試劑實名制，展

現藥師專業與使命。

◎文╱台中記者劉純玉

臺中市藥師公會「樂活藥師志工隊」在理

事長蕭彰銘的支持下，與「食品藥物安全處」

長期合作，共同投入藥事照護C據點的服務。

樂活藥師志工隊 3月中旬，在台灣大道木

玉大樓 13樓新會館舉辦 「111年度樂活藥師志

工成長課程」，由陳美玲隊長接洽教育部樂齡

學習中心魏彩玲老師教學，並邀請食藥安的

志工共同觀摩成長與學習「藺草拍打棒」的製

作。

由於台中大甲的「藺草」聞名暇邇，此

次成長課程從藺草植物的認識到藺草編織及拍

打棒的製作，共規劃 2堂一系列的課程，由於

疫情嚴峻的關係，由藥師志工各自帶回加工製

作，歷經兩個月的時間，通力合作完成所有的

「藺草拍打棒」，圓滿達成任務。

手作健康「藺草拍打棒」將成為藥事照護

C據點的服務器材，可以帶動民眾健康律動操

並有效活絡筋骨，藥師志工更從中學習互動，

實用又能促進健康，希望大家都能健康並收穫

滿滿。

新北市第4屆幹部共識營 充滿正能量
◎文／新北市記者呂品儀

新北市藥師公會理事長許有

杉抱著「學習的目的就是希望自己

變得更好」，舉辦新北市藥師公會

第四屆幹部共識營。

活動前為了讓參與的幹部能

順利完成課程，事先 email請參與

的幹部事先完成 SI性格檢測。講

師黃秋蓉開門見山的說：「了解自

己是開發自己的第一步，如何客

觀了解自己的優勢與盲點，並透

過有目標、有方向的學習強化自

己的競爭優勢，性格沒有好壞、

只有不同，性格評量是顯示傾向

而非判定」。誠如哲學家亞里斯多

德所言：「反覆不斷的行為造就了

我們。優秀不再是一種行為，而

是一種習慣」。讓我們清楚自己核

心性格的基本元素，進而強化優

勢、提升弱勢，做更好的自己。

講師分析 1 6 型人格的特

質後，語重心長的說壓力英文

stressed，如果倒著拼回來是點心

desserts，所以要學著跟壓力好好

相處，跟壓力說謝謝， 謝謝壓力

這幾天的陪伴，抱著看嘉年華的

心態去欣賞每一個人。人如果故

步自封  、把自己圈起來就會變

成「囚」，如果把心胸放大加一顆

心就會變成感恩的「恩」， 因為有

你心有感激，只有感恩才能有感

動，自我激勵才會產生同理心，

你的社交技巧才會進步，自我察

覺、自我管理情緒智商才會五彩

繽紛，人生才會精彩。

課堂上講師發給每個人一個

紙杯說，每個人出生的時候就像

是一個完好的紙杯， 隨著年齡的增

長就會有來自原生家庭的問題、

學習上的問題、出社會之後的問

題。每出一個問題就在紙杯上新

增一個坑洞，最後這個紙杯就會

變成坑坑洞洞，唯有用愛、溫馨

鼓勵、互助、合作、團結等正能

量才能夠修補這個紙杯的坑坑洞

洞。請大家站起來圍在一起，跟

每個人說生命中有你真好，並在

對方的紙杯上貼上一個圓形小貼

紙，幫每個人修補紙杯上的坑坑

洞洞。活動後每個人都獲得滿滿

的溫馨和鼓舞，將紙杯圓圓滿滿

修補成五彩繽紛充滿生命力的紙

杯，讓每個人信心滿滿，課程結

束後每個人都滿滿能量，遇見大

家是生命中最好的安排。

最後講師以「感恩的心」歌

曲歌聲中，讓大家充滿正能量、

願意學習與分享、主動伸出雙手

幫助同事、信心滿滿、帶著熱騰

騰正能量回家，做就對了！

↑臺中市藥師公會於4月24日召開第三十二屆第一次會員代表大會，
會中並改選理監事團隊，由陳振聲當選第32屆理事長。

→臺中市藥師公會樂活藥師志工隊於 3 月中
旬舉辦 「111年度樂活藥師志工成長課程」。

臺中市藥師公會第32屆理監事名單
理 事 長  陳振聲

常務理事   王人杰、陳延修、雷巧華、吳玉品

理　　事     洪秀芬、吳世珍、郭昭春、陳美玲

　　　　  林堅煌、黃寶珠、蔡敏玲、鄭奕帝

　　　　  曾樹成、李忠義、許嘉紋、朱裕文

　　　　  鄭滄益、洪　端、羅字宏、許青育

常務監事  許程平

監　　事    洪仁宗、紀勝元、吳玲漢、蔡宗耀

　　　　  陳世欽、黃世勳

← 新北市藥
師公會舉
辦第四屆
幹部共識
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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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苗栗縣記者顏群芳

巴金森氏症本身屬於一種

神經疾病，罹病的個案會出現顫

抖、四肢僵直、步態遲緩的症

狀，主要首選藥物是以補充多巴

胺為主。從 3月 1日開始，健保新

增給付藥品Safinamide，做為治療

此病的選擇之一。

人體大腦的神經細胞，彼此

之間需傳遞訊息，要藉由一些化

學物質來作用，其中多巴胺和乙

醯膽鹼這 種神經傳導物質，就

是負責人體的運動功能，當位於

中腦黑質組織內的多巴胺神經細

胞退化，無法製造足量的多巴胺

時，就會發生巴金森氏症。

目 前 有 許 多 藥 物 可 供 治

療，像是直接補充多巴胺，

來 增 加 腦 中 的 數 量 ( 例 如 ：

Levodopa/Benserazide、Levodopa/

Carbidopa)；或是透過多巴胺的類

似物，來刺激腦內多巴胺的接受器

(例如：Pramipexole、Ropinirole)；

有些則是透過刺激多巴胺釋出，

來增加數量 (例如：Amantadine)；

還有些藥物是藉由抑制多巴胺的

分解代謝，來增加多巴胺的作用

(例如：Entacapone、Selegiline)；

另外有些抗乙醯膽鹼的藥物，也

能增加腦內多巴胺的活性 (例如：

Biperiden、Trihexyphenidyl)。

此 次 納 入 給 付 的 藥 品 為

Safinamide，它會選擇性抑制單

胺氧化酶抑制劑 B(MAO-B)，而

此酵素會分解多巴胺，所以抑制

此酵素的作用，可提升多巴胺的

濃度，達到治療巴金森氏症的作

用，其起始劑量為每日服用 50毫

克，2週之後，可增加到 1 0 0毫

克，常見的副作用有噁心、血壓

高、肝臟酵素升高的現象。

健保納入的給付條件包括有兩

點，分別是 (1)與 levodopa併用，

用於在使用含有 levodopa製劑情況

下出現運動功能波動現象之病患。

(2)每日限使用1錠，若每日需使用

2錠，應於病歷上詳細記載理由。

以目前醫療技術來看，巴金

森氏症並無法完全治癒，但可依

照個案狀況，來選擇合適的藥物

來改善患者的病況，來增加其生

活品質。

健保雲端 新增抗病毒藥交互作用主動提示

Safinamide需合併levodopa治巴金森氏症

核准莫德納疫苗用於6至11歲兒童
【本刊訊】衛生福利部為

因應新型冠狀病毒疾病疫情

防疫需求，於 4月 17日邀請

國內臨床醫學、小兒醫學、

感染醫學等領域專家召開專

家會議，討論是否同意核准

莫德納疫苗適用於 6至 11歲

兒童的主動免疫接種以預防

COVID-19。

食藥署表示，經審查莫

德納疫苗在 6至 11歲兒童所

進行的一項第二 /三期臨床試

驗，試驗結果顯示，6至11歲

兒童試驗組所誘發的中和抗

體免疫原性結果，不劣於原

療效試驗中 18至 25歲青少年

及成人試驗組的免疫原性結

果；安全性資料方面，兒童組

除發燒的比例較成年組略高

外，兩組發生不良反應的比

例相近，大多屬於輕微、暫

時性的不良反應。經整體評

估其有效性及安全性，並考

量國內緊急公共衛生需求，

與會專家建議核准莫德納疫

苗可適用於6至11歲兒童的基

礎接種，用法用量為施打兩

劑，每劑0.25毫升（含50微克

的mRNA，為成人劑量的一

半），兩劑施打間隔28天。

在6至11歲兒童的臨床試

驗中，食藥署指出，受試者最

常見的不良反應為注射部位

疼痛、疲勞、頭痛、肌痛、畏

寒、噁心 /嘔吐、腋窩腫脹 /

壓痛、發燒、注射部位紅斑、

注射部位腫脹和關節痛，與成

年人試驗結果相近，未偵測到

新的重大安全疑慮。

未來食藥署將持續監控

國內外接種COVID-19疫苗的

安全警訊，分析評估疫苗不

良事件通報資料，執行安全

監視機制，保障民眾接種疫

苗之安全。

【本刊訊】COVID-19疫情嚴

峻，且我國社區傳播風險持續上

升，衛福部健保署為保障民眾用

藥安全，鑑於現有公費COVID-19

治療用治療口服抗病毒藥物

Paxlovid (PF-07321332與 ritonavir

藥物組合包裝 )與多項藥物會有交

互作用，健保醫療資訊雲端查詢

系統將新增交互作用主動提示功

能，提醒各醫事人員多加留意。

健保署長李伯璋表示，為保

障病人用藥安全，健保署除透過

與各特約醫事服務機構專屬健保

資訊網 (VPN)公告區及「健保雲

端系統」摘要區提示Paxlovid的用

藥資訊外，也將依用藥仿單於雲

端系統透過應用程式介面 (API)建

置藥品交互作用主動提示功能，

提醒醫師善用雲端查詢機制，於

開立處方時，密切注意並詢問病

患是否有使用具禁忌或有交互作

用之藥物。

健保署表示，Paxlovid是身

體中一種酶 (CYP3A)的抑制劑，

可能會增加經由這種酶代謝的藥

物的血漿濃度，依照用藥說明書

載明，該藥與 1 0大類藥物具禁

忌，並與 35類藥物會產生交互作

用，這些藥物包括多種心臟血管

用藥、止痛藥、抗癌藥、抗凝血

藥、抗痙攣藥、抗憂鬱或精神病

劑、抗痛風藥、HIV與C型肝炎等

抗病毒劑、抗感染劑、荷爾蒙避

孕藥、免疫抑制劑、麻醉、鎮靜 /

安眠藥，以及全身性類固醇等藥

品，使用時須注意藥物血中濃度。

COVID -19治療口服抗病毒藥物 Paxlovid之禁忌藥物
• α1-腎上腺素能受體拮抗劑：alfuzosin
• 鎮痛藥：pethidine、piroxicam、propoxyphene
• 抗心絞痛藥：ranolazine
• 抗心律不整藥：amiodarone 、dronedarone、flecainide、 propafenone、quinidine
• 抗痛風：colchicine 
• 抗精神病藥：lurasidone 、pimozide、clozapine 
• 麥角衍生物：dihydroergotamine、ergotamine、methylergonovine 
• HMG -CoA CoA 還原酶抑制劑：lovastatin、simvastatin
• PDE5 抑制劑：sildenafil (Revatio®) 用於治療肺動脈高壓 (pulmonary arterial 

hypertension,PAH)
• 鎮定 /安眠藥：triazolam、oral midazolamoral

(資料來源：衛福部健保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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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下 民眾常備藥注意事項

COVID-19凸顯藥師對民眾自我保健之重要

◎文╱藥師劉俊良

近日新冠肺炎疫情不斷升

溫，其中無症狀或輕症確診者占

大多數，日前中央流行疫情指揮

中心宣布，全台將啟動居家照

護，進而維持充足的醫療量能。

在此同時藥師公會也建議民

眾可以準備一些家庭常備藥物如

解熱止痛藥、止鼻水藥、止咳化

痰藥、腸胃藥等以備不時之需。

然而購買這些藥物還是需要藥師

進行用藥衛教與提醒才能安全正

確使用，下表為這些藥物需要叮

嚀與衛教民眾的注意事項。

除了這些常備藥物之外，民

眾平日若有服用保健食品或維生

素補充品等也應依照建議用法用

量標示來使用，切勿過量以避免

造成身體的負擔。最後在這疫情

嚴峻的期間，仍然要鼓勵民眾接

種完整疫苗，勤洗手以及保持好

社交距離，若服藥後仍有任何身

體不適，也應盡快就醫，勿拖延

病情惡化。

◎文╱新竹縣記者林宛萱

Omicron變異株疫情席捲全

球，臺灣的新增本土病例單日確

診數也突破數千人，對照Omicron

在世界各地的傳染趨勢，臺灣疫

情才剛開始要升溫。隨著病毒離

我們越來越近，藥師除了實名制

口罩、快篩試劑、送藥到府之

外，更重要的專業角色才正要登

台演出。

依世界藥學會 (FIP)於 1996

年世界藥學會理事會通過之原

則聲明，強調及肯定藥師在自

我照顧 self-care（含自我給藥 self-

medication）之專業，而藥師基於

專業知識，在社區內是最有資格

提供民眾安全的醫療建議或何時

該尋求醫師診治的理想人選。為

使藥師於指導民眾自我保健時能

有更完整的參考依據，世界藥學

會（FIP）於 2022年 2月 23日出版

「Empowering self-care: A handbook 

for pharmacists」，此手冊內容提供

藥師在指導民眾自我照顧時，可應

用國際認可的自我照顧矩陣（Self-

Care Matrix）架構，包括個別化的

自我照顧活動建議、維持民眾自我

照顧之行為的意願、提供民眾自我

照顧的支持與資源、建立自我照顧

的大環境等四個概念為出發點，涵

蓋六個面向的自我保健：喉嚨痛、

腸胃不適、肌肉骨骼疼痛、兒童發

燒、性健康諮詢和消毒。在前五項

自我照顧的指引中，皆附有辨別疾

病原因、症狀管理、就醫的建議之

流程圖予藥師參考，並提供緩解症

狀的非藥物選擇或藥物的品項及

劑量建議（附表為指引中喉嚨痛的

給藥建議）。

最後一項有關「消毒」的指

引提及：許多疾病的傳播多與環境

消毒不確實有關。在COVID-19大

流行之際，藥師除調劑藥物、提供

民眾COVID-19檢測或接種疫苗等

正確的公共衛生資訊以外，正是藥

師讓民眾了解在日常生活中實踐適

當消毒重要性的理想機會。

隨著民眾對於居家照護的需

求增加，教導民眾在家應如何安

全地儲存藥品，處方藥或非處方

藥物使用的時機、用法、劑量；當

療程結束後或藥品已過使用期限

時，如何正確地棄置藥品，這些

都是在疫情之下，藥師專業可近

性的珍貴之處。無論是在哪個工

作崗位的藥師，一同為民眾自我

照顧盡分心力，相信大家能夠一

起堅持到疫情的終點。

(表格資料來源：民國111年4月29日，取自：Empowering self-care: A handbook 
for pharmacists，網址https://www.fip.org/file/5111)

藥物種類 注意事項

解熱鎮痛藥

以常見退燒藥物成分Acetaminophen來說，正常成人口服一日內勿超過 
4000 mg，兒童口服是一日內最大劑量100 mg/kg，嬰兒口服則是一日
內最大劑量75 mg/kg，以防產生肝毒性，危害肝臟。另外像是含有非類
固醇抗炎藥的Ibuprofen，則是不適用於消化性潰瘍、出血或穿孔等特
殊病史的病人。

止鼻水藥

第一代的Antihistamine抗組織胺類藥物有嗜睡，容易疲倦，暈眩等副
作用，對於需要從事集中注意力的病人來說要格外留意，因此可建議
病人睡前服用或改用第二代的抗組織胺類藥物等來減少鎮靜嗜睡等相
關的副作用發生。

止咳化痰藥
成藥中的止咳成分需要注意病人若有同時或14天內有使用單胺氧化酶
抑制劑(MAOIs)類藥物，則不可使用含有Dextromethorphan成分藥物止
咳，以防發生嚴重藥物交互作用如serotonin syndrome等不良反應。

腸胃藥

常見的有止瀉藥、緩瀉藥、制酸劑、健胃整腸劑等，然而在服用這些
藥物需留意像是止瀉藥應與其他藥物間隔至少2小時使用，以防其他藥
物的藥效降低。緩瀉藥及制酸劑有些則是含有離子成分，除了有可能
影響其他併服之藥物，進而降低藥物作用，使其治療效果不佳，也可
能因其藥物副作用而產生過度腹瀉或便秘，故不應長期使用。健胃整
腸劑則需提醒病人有些益生菌的菌種需冷藏保存，以確保使用療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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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清冠一號用於治療

COVID-19的臨床確效(五)

◎文╱廖培伶

六、HPLC指紋圖譜分析
基準研究結果：

七、 結論 
（一） 臺灣清冠一號於在不同批次藥劑中，具有相近指紋圖

譜呈現高度處方成分均一性，且黃芩 (HA)中的成分

baicalin可能為此藥劑中的主要有效成分。

（二） 臺灣清冠一號對ACEI-spike protein及3CL蛋白酶造成

抑制作用，而魚腥草 (HC)在對ACEI-spike protein顯

示出顯著的抑制率，黃芩 (HA)對3CL 蛋白酶顯示出

顯著的抑制率。

（三） 臺灣清冠一號對 IL-6和TNF-α分泌的抑制作用是由

於黃芩 (HA)及魚腥草 (HC)抑制 IL-6或TNF-α，且

以黃芩 (HA)為主要活性。

（四） 魚腥草和黃芩的抗病毒測定，在免疫螢光測定中黃芩

的抗病毒活性較小，而魚腥草則沒有；在溶斑減少試

驗中黃芩阻止了 SARS-CoV-2的斑塊形成，而魚腥草

則沒有。

（全文完）

參考資料 
4. L. Yang, S. Liu, J. Liu, Z. Zhang, X. Wan, B. Huang, Y. 

Chen, Y. Zh angCOVID-19: immunopathogenesis and 

immunotherapeutics Signal Transduct. Target. Ther., 5 

(2020), p. 128

5. C.-J. Kuo, Y.-H. Chi, J.T.A. Hsu, P.-H. Liang   Characterization 

of SARS main protease and inhibitor assay using a fluorogenic 

substrateBiochem. Biophys.ResCommun., 318 (2004), pp. 

862-867

（本文作者為三軍總醫院臨床藥學部中藥局藥師）

↑圖 A、B 顯示 baicalin 為黃芩 (HA) 中主要化合物。
圖 C 表示兩家醫學中心使用相同藥材煎製之湯劑之
內含物相似 (quality control)，calibration curves 
(R2=0.9998) and the content of baicalin was 
2.3865mg/mL。

◎文╱陳柏瑋

2019年Tardif等人發表COLCOT試驗為一隨機分派、雙盲

的研究，共收錄4,745 位心肌梗塞後 30天內的受試者，2,366名

病人給予 colchicine 0.5 mg qd，2,379名病人給予安慰劑，平均

追蹤 22.6個月，其主要試驗終點為心因性死亡、心跳停止、再

次心肌梗塞、中風及因心絞痛需緊急接受心導管。此試驗收

錄病患的時間點平均在心肌梗塞後 13.5天，大部份病人皆有

服用 aspirin (98.8%)、P2Y12抑制劑 (97.9%)、statins (99.0%) 及

β-blockers (88.9%)。根據試驗結果顯示，在心血管事件主要

試驗終點 colchicine組為 5.5%、placebo組為7.1% (HR 0.77, 95% 

CI 0.61-0.96, p=0.02)，次分析心因性死亡 colchicine組為0.8%、

placebo組為 1.0% (HR 0.84, 95% CI 0.46-1.52)，再次心肌梗塞

colchicine組為 3.8%、placebo組為 4.1% (HR 0.26, 95% CI 0.10-

0.70)，中風colchicine組為0.2%、placebo組為0.8% (HR 0.50, 95% 

CI 0.31-0.81)，colchicine組皆優於placebo組。而在副作用方面，

所有副作用事件總和 colchicine組為 16.0%、placebo組為 15.8% 

(p =0.89)，沒有顯著差異。腹瀉發生率 colchicine組為 9.7%、

placebo組為8.9% (p=0.35)，無顯著差異，在感染方面 colchicine

組為 2.2%、placebo組為 1.6% (p =0.15)，肺炎方面 colchicine組

為0.9%、placebo組為0.4% (p=0.03)，敗血症方面colchicine組為

0.1%、placebo組為0.1% (p=0.99)，colchicine組在感染事件數量

較高，但在敗血症方面並未與placebo組有差異。

針對穩定型冠心症病人使用 colchicine是否可預防心血管

事件，Nidorf等人於2020年發表LoDoCo2試驗，此試驗為一隨

機分派、雙盲的研究，共收錄 5,522位 35至 82歲且透過侵入性

冠狀動脈血管攝影或電腦斷層血管攝影或冠狀動脈鈣化分析分

數大於 400 Agatston單位等檢查證實有冠狀動脈疾病之病人。

試驗開始時先給予一個月的 colchicine 每天 0.5毫克，確認病況

穩定且無不可忍受之副作用後，隨機分派分配成 2,762名病人

每天給予 0.5 毫克 colchicine，2,760名病人給予安慰劑，平均

追蹤 28.6個月。其主要試驗終點為心因性死亡、心跳停止、急

性冠心症或缺血性中風。根據試驗結果顯示，在主要試驗終點

colchicine組為 6.8%、placebo組為9.6% (HR 0.69, 95% CI 0.57-

0.83, p <0.001)。副作用方面，在非心血管方面死亡雖 colchicine

組為 1.9%高於placebo組為1.3% (HR 1.51, 95% CI 0.99-2.31)，但

沒有顯著差異；另外因感染住院、因肺炎住院或腸胃道因素住

院皆無顯著差異。故此研究的結論為在慢性冠狀動脈疾病病人

中，每天一次服用 0.5 毫克 colchicine的病人發生心血管事件的

風險顯著低於接受安慰劑的病人。

心臟疾病位居國人十大死因第二，其中心肌梗塞更是猝死

的主因之一，曾發生過心肌梗塞的病患需預防再發生心血管相

關事件，除給予 statins、β-blockers及ACEIs有助於降低死亡

率或減少急性心肌梗塞再復發，減少發炎反應及 atherosclerosis

產生，亦可有效降低心血管事件。從 LoDoCo、COLCOT及

LoDoCo2試驗皆可發現抗發炎可顯著降低心血管事件，常見

腸胃不適、感染相關的副作用和對照組亦無顯著差異；故從

LoDoCo2試驗及COLOT試驗推論出無論是穩定型冠心症或近期

心肌梗塞病患可能可考慮服用低劑量 colchicine，以減少心血管

事件事件發生，唯仍應留意副作用發生。（全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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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低劑量Colchicine可降低

心血管事件(下)

《御藥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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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學交流 藥學研究生參訪特色藥局
◎文╱台中記者劉宇琦

新冠病毒依舊猖狂，但學習也不能中斷，

大仁科技大學藥學研究所在職專班於 4月 24

日，在周全的防疫措施下由副校長黃國光帶

領，進行原訂的民雄七星藥局特色藥局參訪課

程。

參訪過程中吳嘉文、楊玉華藥師夫婦與新

生代藥師吳至鎧熱情接待、詳細解說，充分滿

足大家好奇求知的心情。

民雄七星藥局於1960年創立，是一家傳承

三代的老藥局，座落在民雄的「老蛋黃區」車

站附近，雖然是老街區的老藥局，但他並不顯

暮氣，反而隨著年輕藥師返家服務之下，老幹

新枝，讓老店原本的從容儒雅之外更透漏出一

股文青的朝氣，使人不由得被他獨特的氣質所

吸引。

七星藥局的空間營造有別於一般商業處

所，呈現的是藝文氣息與歷史氛圍，透過木質

舊藥櫥、柔和的照明、蒐集的藏品，很容易就

觸發了人們的思古幽情，置身在這樣的場域

中，彷彿身心都被療癒了。

七星藥局裡可以說處處是寶，筆者隨口詢

問了一支印有拜耳商標、標示「優良畜藥」的

溫度計便引發吳嘉文、楊玉華夫婦的滿滿回

憶。吳嘉文提到第一代創業者，也就是父親吳

進，非常具有實驗精神，平時留心於觀察動物

疾病，並鑽研治療方法，常常以白鼠進行動物

試驗，因此在治療動物疾病方面有獨到的心得

與技術，同時也累積了相當良好的口碑，所以

在畜藥銷售方面的業績並不亞於人藥。楊玉華

也回憶起，公公當時大量配置獸藥的場景，並

說到當時鄰近縣市，甚至遠到雲林麥寮都有鴨

農慕名前來求藥。

↑七星藥局的空間營造，有別於一般商業處所。

↑新生代的吳至鎧（上圖右）藥師，與其說是
執業藥師，不如稱他為地方文史工作者來得
更為貼切，副校長黃國光（下圖左）特別致
贈感謝狀給三位熱情接待的藥師以資謝忱。
下圖右為藥師吳嘉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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