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藥師週刊

退 件 請 退 回

新 莊 郵 局

【本刊訊】藥師公會全聯會第

14屆第10次理監事會暨25縣市公

會理事長聯席會議，在 4月 26日

召開。

理事長黃金舜表示，近期

送藥到府業務繁忙以及快篩試劑

實名制上路，大家都辛苦了，其

中更要強調送藥到府是藥師調劑

的延伸，必須由藥師親自送藥，

也會透過電話或者視訊，叮嚀病

患用藥須知並進行照護，於法、

於理必須是由藥師來送藥。因疫

情變化快速，不少團體建議是否

由外送業者來支援送藥服務，但

全聯會強烈反對相關主張，藥物

交付是藥師職責，如藥物變質或

服用方式錯誤恐會對人體造成危

害，因此送藥到府必須由藥師親

自執行。

口服抗病毒藥物被視為與病

毒共存重要戰備物資，副秘書長

邱建強表示，全聯會已經完成統

計，全台共有 57家核心藥局，於

5月 5日已經陸續配送到達，核

心藥局將與指揮中心做統籌與聯

絡，偏遠地區也將設置3至4家核

心藥局，相關藥局可上全聯會送

藥到府專區查詢。根據指揮中心

醫療應變組副組長羅一鈞表示，

醫師可透過視訊問診並取得病患

同意，開立處方箋後，確診者可

運用APP或藥師公會官網「送藥

到府專區」查詢藥局地圖，查詢

並聯繫提供送藥到府之藥局，核

對身分並提供處方箋給藥師，最

後由親友代領或藥師送藥到府。

兩款口服抗病毒藥物都是由

指揮中心採購。輝瑞的 Paxlovid

主要給 12歲以上、體重大於等於

40公斤、發病 5天內無使用氧氣

的輕症或無症狀個案；默沙東的

Molnupiravir則適用 18歲以上個

案。

黃金舜表示，第 1 4屆任期

剛好碰上疫情，業務量暴增，也

有許多活動取消，期望各位幹部

包涵，也謝謝大家一起奮鬥，第

十五屆全聯會預計將在8月份進行

改選，理事席次 35席，監事席次

共11席。

【本刊訊】4月 28日快篩試劑

實名制上路，全國近5,000家藥局

投入第一輪販售的行列中，一劑

100元一盒共 500元，每人每卡限

購一盒，並限制身分證尾數單雙

號分流。目前快篩採實名制與自

由市場方式並行，民眾可以自由

選擇，指揮中心也要民眾不要囤

貨，有症狀再進行採檢。

政策剛上路，難免相關措施

沒有銜接上，造成民眾抱怨以及

藥師困擾，更傳出有民眾對藥師

惡言相向甚至動粗，藥師公會在

此強烈譴責外，全聯會理事長黃

金舜投書媒體，強調快篩試劑是

防疫工具，勿成為政治工具。

投書內容中提到：在民眾疫

苗施打率已達一定比例、口服抗

新冠病毒藥物己備齊、準備好走

向「與病毒同存」之際，居家快

篩試劑即扮演關鍵角色。

這波疫情來得又急又快，

快篩試劑需求突然大增，供需失

調， 避免被囤積、搶購、哄抬物

價，原定 5月初上路的快篩實名

制，提前至 4月底上路。但國外

廠商初期供應量能還無法銜接，

三天勞動節連假也須協調運輸量

能，導致一開始供應有些不順，

讓第一線社區藥局承受不少民眾

迫切需求的壓力；即便如此，社區

藥局還是勇於承擔，原本多數假

日不營業的社區藥局，在勞動節

連假也達八成願意營業販售快篩

試劑。

發生有民眾因沒有買到快篩

憤怒翻藥局桌子，故再次呼籲民

眾保持理性冷靜，不要為難第一

線藥師。面對疫情，大家應該一

起努力，同島一命，共同度過這

場世紀疫情的最終章。

重點
推薦

藥師送藥到府
快篩實名制 拚防疫

清冠一號
落實藥品風險告知

中藥學堂
清冠一號方劑介紹

2、3版 4版 6版

：送藥到府必須由藥師親送
第14屆第10次理監事會暨25縣市藥師公會理事長聯席會議

藥師公會籲民眾理性對待藥師

快篩試劑實名制上路首週 民眾擠爆藥局採購 

黃
金
舜

↑藥師公會全聯會於4月26日召開第14屆第10次理監事會暨25縣市
公會理事長聯席會議。

→全聯會理事長黃金舜於 5
月 6 日投書自由時報自由
廣場《有關快篩試劑的真心
話》。https://talk.
ltn.com.tw/article/
paper/15156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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藥師　 、 　實名制 獲市長肯定

快篩試劑實名制上路 藥師拚防疫

◎文╱新北市記者呂品儀

新冠肺炎疫情持續延燒，藥

師公會全聯會理事長黃金舜率領

全體藥師全力配合指揮中心「輕症

在宅居家照護」政策，提供確診民

眾及其同住者送藥到府服務。

由新北市藥師公會理事長許

有杉率領下成立居隔送藥調劑問

題社群，互相支援、互相加油打

氣，目前共有285間社區藥局，共

有362位藥事人員加入行列，已提

供超過800間居家送藥及用藥諮詢

服務，並兼顧隔離在家民眾用藥

品質與安全，獲得市長侯友宜的

高度肯定。他於4月28日親臨社區

藥局關懷慰問「居隔送藥照護服務

藥師」，並關心藥局前排隊購買快

篩實名制的民眾。

侯友宜一早 9點到達社區藥

局，適逢家用快篩實名制開賣首

日，藥局爆滿排隊人潮，他親切

的與民眾互動並目賭藥師拿著大

聲公安撫排隊民眾情緒，高度肯

定藥師的辛勞與付出。

隨後進入藥局訪問藥師了

解居隔送藥到府流程，由藥師卲

泓智配合事前準備的道具解說，

民眾可透過健康益友APP看診取

得電子處方箋，透過APP查詢鄰

近住所可送藥到府的藥局，聯繫

藥局並與藥師確認基本資料、用

藥資訊、領取方式、送藥時間等

相關細節，透過APP將電子處方

箋提供給藥師，再由藥師親自調

劑、準備用藥。藥師出門前會先

做好防護措施戴好口罩、手套、

隨身攜帶酒精、保持社交距離、

必要時穿防護衣、戴面罩。送藥

以不接觸為原則，以紙箱放在個

案門口避免藥物直接落地、避免

污染然後再拍照。回到藥局前先

噴酒精做好消毒措施再回藥局，

再電話聯繫民眾確認藥品並指導

用藥及注意事項。

侯友宜特別感謝投入居家

送藥到府的藥師，及參與實名制

販售的藥師，在繁忙的藥局業務

裡，願意投入防疫工作，感謝社

區藥局不僅是鄰里的好鄰居，同

時是公衛的得力助手，在防疫上

扮演不可或缺的角色。

◎文╱藥師張家馨

近 日 本 土 疫 情 升 溫 ， 

COVID-19疫情走向社區化、流感

化，快篩試劑需求大增。4月28日

為藥局開賣實名制快篩試劑首日，

以身分證字號尾數進行分流，尾數

單號週一、三、五購買，尾數雙號

週二、四、六購買，週日則是民眾

皆可購買。民眾只需憑健保卡或居

留證到參與販售的藥局購買，每張

身分證字號或居留證號每月購買 1

次，每盒5入，共新台幣500元。

高雄市鼓山區崧柏藥局藥師張

家馨說明，有口罩實名制的配合經

驗，這次快篩試劑實名制採用「現

場先取號，旁邊等叫號」的方式，

避免民眾因購買試劑而排隊群聚，

另外也建議各社區藥局可以招募社

區志工幫忙維持現場秩序，確保現

場等候的民眾保持安全距離，一起

為社區防疫盡心力。

健保署高屏業務組專門委員

陳淑惠特別到場關心，她表示，早

上到藥局巡察，民眾熱烈參與，然

而崧柏藥局卻稍有不同，經過了解

才發現原來是發號碼牌依序通知領

取，可盡量改善群聚狀況，她覺得

這個方法很好，下午會議時會建議

其他藥局採用。

高雄市藥師公會理事長張盈

棠表示，為配合政府防疫政策，本

市共有 500多家藥局響應販售，除

了本來既有的工作業務外，近期又

要負責居家照護送藥到府、販售快

篩試劑等防疫政策，雖然增加不少

工作量，但疫情期間藥師們盡力投

入，與大家共體時艱，善盡藥師們

的社會價值與責任。

另外有購買實名制快篩需求的

民眾，可於健保署「家用快篩試劑

實名制專區」及藥師公會網站查詢

販售點，購買時務必戴好口罩、保

持社交距離，如有疑問可撥打防疫

專線 1922或健保署服務專線諮詢

（0800-030-598或4128-678）詢問。

快篩試劑實名制 另波疫情人參
◎文╱台中記者黃寶珠

「鈴鈴鈴：藥師，那個桶鼻子

的還有？鈴鈴鈴：健保領的快篩還

有嗎？鈴鈴鈴：要測被傳染的還有

嗎？鈴鈴鈴：快篩幾點開始領？」

電話那頭，不時傳來民眾焦慮、

緊張、不安的聲音。

4月中開始因COVID-19確診

人數往上爬升，各學校、機關團體

因居隔人數也一直攀升，以致市場

快篩需求量大增。此時中央宣布將

實施健保快篩試劑實名制，如同初

期的口罩實名制作法，即將全面徵

收各廠牌快篩製劑，導致自由市場

一劑難求。社區藥局每日電話接到

手軟，接到吃飯有一餐沒一餐，聽

到電話聲怕極了。每日上百通詢問

電話，藥師也無法幫民眾的忙，只

能安撫他們等待快篩試劑實名制的

到來。

隨著國內疫情嚴峻，自4月28

日起，全國將近 5,000家健保特約

藥局，繃緊神經，裝備更齊全，

再次投入公衛工作，發放快篩試

劑。有了口罩實名制的經驗，這

次藥局藥師比較得心應手，因來

領者可能都是高風險群民眾，甚

至可能是無症狀確診者，藥局面

對的此任務危險性更高，但同為

醫療團隊，藥師們願意配合。只

是一週下來，除了第一天的當

機、藥局門口排長龍，民眾情緒

緊張，藥師竭盡全力安撫民眾，78

份完售也貼出公告、雲端也掛 0、

更消毒完畢。民眾就是不死心，

一定要進入藥局內再問真的沒有

了？

參與防疫，藥師團隊 c a n 

help，但配套不完善之下，匆促趕

鴨子上路，辛苦的是民眾、累的

是藥師。期待上級主管機關能聽

取基層醫療人員心聲，讓在第一

線衝鋒陷陣的社區藥局藥師的專

業，不是花在整天與民眾解釋快

篩何時到貨！

← 新北市長侯
友宜於 4 月
28日親臨社
區藥局關懷
「居 隔 送 藥
照護服務藥
師」，並 關
心藥局前排
隊購買快篩
試劑實名制
的民眾。

↑健保署高屏業務組專門委員陳
淑惠（左）與高雄市藥師公會理
事長張盈棠（右 )）關心藥局販
售實名制快篩試劑狀況。

↑自4月28日起，全國將近5,000
家健保特約藥局，再次投入公衛
工作，代售實名制快篩試劑。

送藥
到府

快篩
試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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桃園藥師送藥到宅上山下海 使命必達

藥師再次勇敢承接任務 代售快篩試劑

家用快篩試劑實名制 藥師挺身而出

屏東縣藥師公會繼續教育 面對疫情挑戰

◎文╱台南記者黃大晉

因COVID-19病毒肆虐全

球，2020年 2月 6日全國首次

實施口罩實名制銷售，全國

的健保藥局藥師勇敢站到第

一線，來幫政府代售實名制

口罩，遇到的酸民、不理性

民眾的行為不計其數，心中

受到的創傷也仿佛一道陰影

深刻。

二年過了，雖然已船過

水無痕、心中傷口早已結痂，

但台灣疫情再起，這次，換快

篩試劑成了民眾的搶手貨，政

府實施快篩試劑實名制購買，

今年 4月 28日，全國 4,909家

社區健保藥局藥師又再次勇

敢承接任務，代售實名制快篩

試劑，為全民防疫善盡藥師公

衛角色的天職。

有了口罩實名制銷售的

經驗，這次快篩試劑的銷售，

藥師就顯得駕輕就熟，不論

是事前的銷售動線規畫、宣

導、健保過卡系統的操作，藥

師不再慌張，民眾不理性的行

為也變的非常少了。

口罩實名制、快篩試

劑實名制，藥師勇敢承接任

務，這樣成功與寶貴的實戰

經驗，真的非常值得政府在

未來的各項公衛政策上善加

利用，藥師是政府的好幫

手，不論長照或其他的公衛

事務，政府真的不能把藥師

邊緣化、忽略化。

◎文╱雲林縣記者張志僑

近期新冠肺炎本土疫情延

燒，由於病毒株變種多元疫情發

展，無法讓所有人生活返回常

軌。民眾因應職場與法規規範需

求而需要快篩試劑來做是否染疫

的初步確認，避免疫情擴散。

正當全民買不到篩試劑焦急

萬分之時，猶如惡夜中一道曙光

冉冉昇起，快篩試劑實名制結合

社區藥局藥師的付出帶來光明，

向防疫之路重現新的量能與轉機。

防疫之路不容易且相當辛

苦，病毒肆虐的生活，民眾謀生

很辛苦，人人都必須做好防疫，

來阻擋疫情的發展。藥師站在

第一線銷售實名制的家用快篩試

劑，不但犧牲許多休息時間與假

日，來幫助民眾解決所有防疫的

大小問題。

藥師挺身而出不但站在專業

的立場給於民眾正確且適度的協

助，還能建立與民眾一條心溫馨

的優質形象。

危機就是轉機，轉機就是契

機，契機是全新階段的開始，讓

藥師幫忙把光明迎來，戰勝新冠

肺炎病毒，讓明天會更好。

◎文╱桃園市記者張淑玲

確診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

（COVID-19)疫情拉警報，桃園市

政府啟動「輕症、無症狀」多元居

家照護服務，只要符合資格條件

者，即時提供「生活起居照顧」、

「視訊醫療」、「送藥到宅」等便民

措施，讓市民放心，有效利用以

上資源，安心度過危機。

在藥師公會全聯會黃金舜理

事長於 4月 19日前往指揮中心報

告 :「藥師將全力配合輕症在宅居

家照護政策，提供確診民眾及其

同住者送藥到府服務」，善盡全民

安全用藥把關責任時；桃園市藥師

公會已於4月16日先行試辦「送藥

到宅」大任。

成立「送藥到宅」群組時，

先以衛生局、公會幹部、敏盛

醫院、部立桃園醫院為「核心群

組」。經過數次磨合、繁複演練，

再請社區藥局加入「大群組」，共

同「燒腦」。所謂英雄所見略同，

目前有 13區 83家健保藥局參與桃

園市送藥到宅計畫；另登記衛生福

利部「健康益友APP」及藥師公會

全聯會「送藥到宅專區查詢表單」

達180家。

從零到有，桃園市藥師公會

「社區藥局委員會」主委杜佳曄

及「醫院藥師委員會」委員楊忠

邦，感觸尤其深。擔任敏盛醫院

藥劑科主任楊忠邦，既要掛心醫

師進行視訊診療細節，還要把病

患處方箋，以圖片檔放在「送藥到

宅」核心群組，再由公會專責人員

將圖檔去除個資後，再放置大群

組，媒合健保社區藥局送藥。

杜佳曄針對大群組會員提出

的疑慮，包括是否會接觸到居隔

者？如何過卡？若轉案來，藥師

如何做處置等問題，全聯會有做

成懶人包可以依循。

杜佳曄表示，媒合初期欠資

料、電話不通、欠藥品、送錯地

方，你來我往的大家都忙翻了。

所幸三天下來，總算流程順暢，

遂將群組擴大至市內各大醫院，

資料一拋出去，馬上就被有意願

的藥師認領走了。

桃園市藥師公會理事長鄭志

宏呼籲，因應疫情持續擴大，遠

距視訊醫療將成為防疫重要的常

態，「送藥到宅」呈現藥師專業價

值另一高峰。大家重視全民用藥

安全，不在意獎勵報酬，更感謝

藥師上山下海，使命必達。

↑全國社區健保藥局藥師於 4 月 28 日再次勇敢
承接任務，代售政府實施的實名制快篩試劑
銷售，為防疫與公衛政策盡力。

↑桃園市藥師公會於 4 月 16 日先
行試辦「送藥到宅」服務。

◎文╱屏東縣記者沈一勤

屏東縣藥師公會於4月23日在

大仁科技大學達文西大樓，辦理

第一梯次藥師繼續教育課程。

當日主題分別為肌少症與營

養對於病患的影響、癌症病人&

傷口修復的營養支持與照護、糖

尿病醫學營養治療、慢性腎臟病

的營養挑戰。台灣將於 2025年邁

入超高齡社會，藥師們對於肌少

症、老年人口在慢性病遇到的問

題日益重要。

四堂課以醫師主講流行病

學、學理，及營養師深入探討營

養科學的重要性來呈現。加上現

場藥師提問，思想的碰撞，帶來

更大的成長，能裨益民眾。

疫情升溫期間，屏東縣藥師

公會正如火如荼地準備面對接下

來的「送藥到宅」及「快篩試劑實

名制」。疫情嚴峻，唯有藥師發揮

專業在第一線給予正確的衛教，

亦是繼續教育的核心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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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冠一號落實藥品使用風險告知(上)

◎文╱藥師吳宗修

一、前言

因應新冠肺炎（COVID-19）疫情需要，衛

福部依藥事法第 48條之 2規定，已核准 8家中

藥廠於國內專案製造「臺灣清冠一號」，台灣

清冠一號為緊急授權製造使用的中藥濃縮顆

粒，屬中醫師處方藥，須經診斷為新冠肺炎的

病人，由中醫師開具處方箋調劑交付使用 1。

台灣自2021年5月14日起進入第三級疫情

警戒，領有台灣清冠一號許可證之廠商乃於 5

月 17日依藥事法第 48條之 2第 1項第 2款之規

定，向衛生福利部申請緊急授權製造，於國內

使用於治療新冠肺炎。衛生福利部於5月18日

同意專案製造於國內使用，至緊急公共衛生情

事終結日止（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解散日）
2。衛生福利部許可台灣清冠一號（NRICM101）

為Covid-19疫情之防疫專案製造，其類別為

「須經中醫師處方使用」，亦即使用於新冠肺炎

之確診病人，須經中醫師診斷後開具處方箋調

劑使用 3。該藥品處方組成為黃芩、魚腥草、

北板藍根、栝蔞實、荊芥、薄荷、桑葉、厚

朴、炙甘草及防風等十種中藥材，可運用於治

療新冠肺炎無症狀帶原與初發作症狀者。

用藥前中醫師須詳細評估個案使用本藥品

進行治療之風險及效益（含評估同時使用單株

抗體等治療新冠之抗病毒藥物之交互作用），

向個案（或其家屬）詳細說明需實施此項治療

的原因及可能發生之不良反應，並經其同意。

二、適用條件 4

臺灣清冠一號之適用對象為具有下列任一

項條件者：（一）確診新冠肺炎呈現無症狀之患

者。（二）確診新冠肺炎呈現發燒、咳嗽、倦

怠、嗅味覺喪失等症狀輕微之患者。（三）確診

新冠肺炎呈現發燒、咳嗽症狀明顯，但不需使

用氧氣之患者。（四）確診新冠肺炎呈現發燒、

咳嗽症狀明顯，需使用氧氣之患者（應依患者

病況配合其他支持性治療中藥使用）。

三、風險告知及安全監視 4

清冠一號需經中醫師診斷（含視訊診療）

臨床症狀、評估治療效益與風險，充分告知病

人，經其同意後給予符合條件個案口服治療。

即使非公費之清冠一號，只要確認有用藥需

求，不管是自費或公費，皆需由中醫師將治療

效益與風險充分告知個案，並取得其同意後

（「臺灣清冠一號個案治療同意書」如附件一）
5，由中醫師提供個案口服治療，並持續觀察

記錄（「臺灣清冠一號個案治療紀錄表」如附

件二）6。（待續）

參考資料：

1. 余萬能 清冠一號為緊急授權製造使用的處方

藥，醫事綜探，月旦醫事法 醫事專業人士的

法律平台。

2. 衛生福利部 1 1 0年 5月 1 8日衛部中字第

1100015686號函參照。

3. 藥事法第 48-2條第 1項第 2款規定「因應緊

急公共衛生情事之需要，中央衛生主管機關

得專案核准特定藥品之製造或輸入，受第39

條查驗登記許可之限制。」

4. 衛生福利部110年5月18日公費COVID-19治

療用臺灣清冠一號申請補助方案。

5. 衛生福利部臺灣清冠一號個案治療同意書

（附件一）

↑附件一

↑附件二

藥
師
週
刊
電
子
報
免
費
提
供
藥
師
閱
讀

︻
本
刊
訊
︼
藥
師
週
刊
除
發
行
印
刷
紙
本
外
，
亦
有
免
費
電
子
報
提
供
藥
師
閱

讀
，
歡
迎
全
國
藥
師
訂
閱
。
訂
閱
方
式
：
(1)
請
將
您e-m

ail

信
箱
、
姓
名
、
連

絡
電
話
，
傳
至pharm

ist@
taiw

an-pharm
a.org.tw

並
註
明
﹁
訂
閱
藥
師
週
刊

電
子
報
﹂。
(2)
可
在TPIP

平
台
訂
閱
，
如Q

R
 code

之
步
驟
。

藥師週刊電子報  僅供線上閱覽藥師週刊電子報  僅供線上閱覽本刊圖文未經同意不得轉載

藥師週刊電子報  僅供線上閱覽．版權所有．本刊圖文未經同意不得轉載．禁止以各種形式複製列印

本刊圖文未經同意不得轉載

禁止以各種形式複製列印

藥師週刊電子報

僅供線上閱覽

版權所有

本刊圖文未經同意
不得轉載

 　版權所有 　版權所有 

本刊圖文未經同意不得轉載



2016Pharmacist Weekly 第2261 期  2022.05.09~05.15  第5版藥　訊

響藥未來 為何要選擇藥學系?
◎文╱藥師莊淑如

筆者連續三年，在國立宜蘭高中開設高三

生選修多元課程之「響藥未來」：為何要選擇

藥學系？希望將相關資訊介紹給即將升學的大

學新鮮人或要轉職到醫藥相關產業的人，又或

者想從醫藥產業換到別的領域者，提供各種醫

藥經驗分享與交流學習的機會。課程中並安排

實體職場觀摩，讓學生對於個人未來的出路有

更全面的認識，進而找到自己想要的未來！

筆者身為議員亦是藥師，課程的安排，

從簡介台灣藥學發展願景、中草藥臨床藥物應

用、醫院臨床藥師的職責與任務、到參訪在地

杏輝藥廠之藥品製作與藥廠管理等，循序漸

進地讓學生一步步體驗「想要未來」的職能探

索，整個學期下來，相信對自己的職涯應該會

有更清楚的方向。

每堂課都有筆者的精心設計規畫，並邀

請各領域的學者或藥師擔任客座講師，期望高

三的孩子們對於自己的大學生涯能夠邁向夢想

展翅高飛，唯一美中不足的缺憾，乃因受到疫

情影響，遲遲無法帶領學生們真正進入醫院實

地拜會院內藥師們，並了解其職場環境與發藥

流程。很榮幸能連續三年與在地的杏輝藥廠合

作，由特助吳富霖親自解說，以及參觀符合 

ISO17025 實驗室的研發中心，這裡有專業的團

隊、購置高科技的精密檢驗儀器、研發最先進

之細胞試驗及分子生物學技術，打造國際級的

專業品質照顧民眾健康。

最值得驕傲的是，學生們經由繁星計畫

分別順利考取中國醫藥臨床藥學系、藥用化妝

品學系、國立成功大學心理學系、還有生物工

程、公共衛生等不同領域的科系，期望大家將

來都能學有專精、學以致用，踏入醫藥等專業

的職場，服務鄉里、回饋社會。

↑筆者連續三年在國立宜蘭高中，開設高三生選修多元課程之「響藥未來」，提供各種醫藥經
驗分享與交流學習的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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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呂宛靜

用途

口腔含漱，預防及治療口腔念

珠菌感染

用法 
準備步驟：

1. 配製準備用品：

．Nystatin懸液用粉劑、膠囊或

錠劑

．冷開水

．攪拌棒

．懸液用粉劑所附滴管

．量杯

2. 使用前請先將雙手洗淨並擦乾。

配製步驟：

（一）Nystatin懸液用粉劑

1. 瓶中粉劑請先加入23 ml冷

開水，配置成24 ml藥液。

2. 用力振搖混合均勻即完成

配製。

（二）Nystatin膠囊或錠劑

1. 依醫囑備妥所需藥品顆數

和水量。

2. 打開膠囊，將粉末全部倒

入冷開水中；若為錠劑，

則先將其壓碎成粉末，再

倒入冷開水中（若無特殊

說明，每次含漱可以 1顆

500,000 IU膠囊或錠劑加20 

ml溫水配製）。

3. 以攪拌棒混合均勻即完成

配製。

使用步驟：

1. 每次使用前應先將藥液振搖均

勻。

2. 以所附滴管或量杯量取醫師指示

之藥量，含漱 5分鐘後，遵照醫

師指示吞服或吐出。

注意事項

1. 若使用懸液用粉劑，泡製後之溶

液可室溫或冷藏存放7日，7天後

請丟棄。

2. 若使用Nystatin膠囊或錠劑配製

之溶液，因不含安定劑及防腐

劑，建議每次使用前再配製，並

於配製後立即使用為宜。

3. 尚未配製之藥品請貯存於室溫乾

燥陰涼處。存放於兒童不易取得

之處所。

可能常見副作用及處理方式

* 較常見副作用為腹瀉、噁心、嘔

吐、腸胃不適、口腔刺激；罕見

副作用可能為紅疹、心悸、肌痛。

* 用藥後如有任何不適症狀，或疾

病症狀未改善，請與醫師或藥師

聯繫，並儘快就醫。

其它叮嚀

*  若忘記用藥請於想起時儘快使

用，若已接近下次用藥時間，則

不需要補用，按原訂時間使用即

可。切勿一次使用兩倍或過多劑

量！

* 用藥前應諮詢醫療專業人員，確

保使用方式正確，了解可能發生

之副作用，以有效發揮治療效果。

參考資料

* 臺北榮總藥學部藥教單張

* Mycostatin滅菌靈懸液用粉劑 [仿

單 ]

* Nystatin寧司泰定膠囊 [仿單 ]

* Nystatin妮泰錠 [仿單 ]

* Lex i co m p  O n l i n e ,  Lex i - D r u g s 

Mult inat ional  Online, Hudson, 

Ohio: Wolters Kluwer Clinical Drug 

Information, Inc.; 2018. Accessed June 

12th, 2020.

* Micromedex® (electronic version). 

Truven Health Analytics, Greenwood 

Village, Colorado, USA. Available at: 

http://www.micromedexsolutions.

com/. Accessed June 12th, 2020. 

（本文作者為臺北榮民總醫院藥學

部藥師／美國愛荷華大學臨床藥學

碩士）

Nystatin含漱溶液用藥指導(e.g. 

Mycostatin® 滅菌靈懸液用粉劑、Nystatin®

寧司泰定膠囊、Nystatin® 妮泰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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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臺灣清冠一號之方劑介紹(一)

◎文╱廖培伶

一、前言

全球新冠肺炎疫情嚴重，國家中醫藥研究所提

出「新型冠狀病毒中醫臨床分期治療指引」，並與

國內四所醫學中心合作完成方劑「臺灣清冠一號」

（NRICM101）研發 1。「臺灣清冠一號」緣起明代張

時徹所輯《攝生眾妙方》中之「荊防敗毒散」為處

方基礎，明末醫家吳又可在《瘟疫論》中提到「時

疫貴解其邪熱，而邪熱必有著落⋯⋯荊防敗毒散之

類是也」，其開中醫探討傳染病學之先河。目前新

冠肺炎流行，瘟疫治療依臨床需求考量病邪入肺化

熱，為其主要表現而進行方劑加減，藥材變化為黃

芩、魚腥草、北板藍根、栝樓實、荊芥、薄荷、桑

葉、厚朴、防風、炙甘草等十種中藥材，用於治療

新冠肺炎無症狀帶原與初發作症狀者，國內 2021

年已向衛生福利部申請專案製造該藥品，其類別為

「須由中醫師處方使用」，民眾應由中醫師診斷臨

床症狀後，給予「臺灣清冠一號」濃縮製劑專案藥

品，並非預防保健使用。此十種中藥材之正確基原
1,2、產地、品質之優劣 3、煎煮之次序、煎煮時間 4

等皆會影響藥物療效，以下介紹方中的十種中藥材

辨識，以提供臨床中藥用藥安全的參考。

二、十種中藥材介紹

（一）黃芩

（待續）

（本文作者為三軍總醫院 臨床藥學部中藥局藥師）

基　　原
唇形科 Labiatac 植物黃芩Scutellaria baicalensis 
Georgi之乾燥根

藥理分類 清熱藥 (清熱燥濕藥)

性　　味 苦、寒

歸　　經 歸心、肺、膽、脾、大小腸經

產　　地 內蒙古、山西、河北、遼寧

功　　效 清熱燥濕、瀉火解毒、止血安胎

主　　治 肺熱咳嗽、高熱煩渴、血熱吐衂

現代藥理 抗菌、解熱、降壓、利尿、鎮靜、利膽、保肝

用法用量 3-10克

禁　　忌 脾胃虛寒不宜使用

品　　質 以根長、質堅實、色黃者為佳

藥材、飲片性狀

藥材： 呈圓錐形，扭曲，長 8~30 
cm，直徑 1~4 cm，表面棕
黃色或深黃色，有稀疏的疣
狀細根痕，頂有莖痕或殘留
的莖基，上部較粗糙，有扭
曲的縱皺或不規則的網紋，
下部有順紋和細皺。質硬而
脆，易折斷，斷面黃色，中
間紅棕色。老根中間呈暗棕
色或棕黑色，枯朽狀或已成
空洞者稱為「 枯芩 」。新根
稱「子芩」或「條芩」。

飲片：斜切或橫切薄片。長3-5 cm後約0.2 cm左右，表面黃色，
皮部為黃褐色，木部黃色，導管群明顯，排列呈不連續的
環，中心黃棕色，腐朽狀，有時中空。氣弱，味苦。

黃芩苷 
(Baicalin)

含量不得少於8%

(彩色常用中藥材鑑別圖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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