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藥師週刊

退 件 請 退 回

新 莊 郵 局

【本刊訊】在藥師公會全聯會

業務繁忙之際，5月 26日召開第

14屆第 27次常務理監事會議。全

聯會理事長黃金舜表示，這段期

間除既有業務，還要協助送藥到

府、快篩試劑實名制與 6月 26日

的「用藥安全路，藥師來照護」

園遊會的前置作業，各幹部與各

組別都如火如荼的展開籌備工

作，感謝大家的付出。

目前各藥局販賣快篩試劑實

名制的狀態，因指揮中心預計將

在6月啟動第二輪販售，已經購買

過的民眾還無法購買，再加上自

由市場通路上的快篩劑量能也已

充足，各藥局甚至還有未賣完的

實名制快篩試劑的情形，全聯會

也與指揮中心多次協調，請藥師

必須點選入庫，食藥署系統端如

見到庫存太多情形，將會自動停

配。快篩試劑實名制第二輪上路

在即，有需要的民眾可以購買，

到時候可以販售庫存，日前排隊

亂象在多數區域已不復見。

預計於 6月 26日在台北圓山

花博公園舉辦的「用藥安全路，

藥師來照護」園遊會，在經過多

方討論後，將如預期規畫舉辦，

特別獎是汽車一部，更有手機、

遊戲機、家電等精彩好禮，也精

心規畫表演以及闖關活動，有精

美贈品外，更將正確的用藥須

知、安全指引宣導給民眾，寓教

於樂，歡迎有興趣的朋友呼朋引

伴一起來參加！相關宣傳海報與

DM將會陸續分送至台北、新北以

及桃園藥師與藥生公會，請大家

踴躍參與。

此外「全民健康保險提升用

藥品質之藥事照護計畫」為社區

藥局主要重點執行計畫之一，目

前已有約 400家藥局、500位藥師

參與執行；為讓民眾理解藥事照

護本質及善用社區藥局之服務，

規畫拍攝相關宣傳影片，以利於

計畫執行成效，向民眾宣導「藥

事照護」以及其重要性，也強化

社區藥局藥師在社區中扮演的角

色，相信在疫情期間藥師的正面

形象，凸顯藥師調劑專業，也規

畫將影片剪輯成 15至 30秒精華

版內容，研議在全台各大影城輪

播，讓藥師專業更深植人心。

【本刊訊】健保署全球資訊網

建置「COVID抗病毒藥、清冠一

號資訊」專區，提供COVID-19抗

病毒藥物注意事項、配賦院所及

清冠一號適應症、副作用等資訊。

醫 事 人 員 透 過「 健 保 醫

療資訊雲端查詢系統」可查詢

COVID-19治療用口服藥物用藥明

細及近十日內「臺灣清冠一號藥

品」領用紀錄，保障確診病患用

藥安全。

P a x l o v i d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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與十大類藥物具禁忌，並與卅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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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應新冠肺炎疫情需要，衛

福部依藥事法第 48條之 2規定，

已核准八家中藥廠於國內專案製

造「臺灣清冠一號」，所核定之

藥品類別為中醫師處方藥，須由

中醫師診斷開立處方後使用，有

效期限至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

解散日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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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輕

症者。

此項藥品將由中醫醫療機構

或醫院附設中醫部門自行採購存

放，並經中醫師診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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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點
推薦

建立無毒城市 
南市加強宣導防範

白沙屯媽祖北港進香
社區藥局熱心協助

我國健保藥費
足夠嗎?2版 3版 5版

↑藥師公會全聯會於 5月26日召開第14屆第27次常務會議。

：快篩試劑實名制步軌道 亂象緩解
第14屆第27次常務理監事會議

設置COVID抗病毒藥、清冠一號專區
保障確診病患用藥更安全

黃
金
舜

健
保
署

← 健 保 署 全 球
資 訊 網 建 置
「COVID 抗病
毒藥、清冠一
號資訊」專區。

 https://reurl.
cc/anem7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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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響居家照護六大備藥 給全聯會按個讚

建立無毒城市 南市加強宣導防範

◎文╱台南記者黃大晉

單日確診病例破千的連續第五

天，4月 19日全國各大新聞媒體登出

藥師公會全聯會呼籲民眾，疫情期

間可提早準備居家照護「六大常備

藥品」。一時間，喚醒民眾的危機意

識，也將民眾帶入各社區藥局，連續

幾天，讓各藥局忙得不可開交，同時

帶來一波錢潮，這是一次相當成功的

媒體宣傳，實在應該要給全聯會按個

讚。

以往，全聯會的媒體宣傳偏重在

立場的闡述或政策的辯論，將即時性

的商機帶入鮮少操作，這次可謂突破

性的作為，讓社區藥局的藥師有感，

值得讚許。也期盼在未來，全聯會能

多著墨於創造商機的廣告宣傳行銷，

嘉惠社區藥局。

◎文╱台南記者黃大晉

感 冒 、 鼻 塞 、 流 鼻 水 購

買感冒藥、鼻炎藥來緩解症狀

是很多民眾常見的行為，這類

藥品常含有 Pseudoephedr ine、

Methylephedrine、Ephedrine麻黃

素類成分，用於治療改善鼻塞、

流鼻水效果不錯，這種成分卻也

可能被不肖人士提煉純化做成毒

品—安非他命。

為建立台南市成為無毒宜居

的城市，防止不肖人士大量購買

或到處蒐購違法製毒，台南市政

府衛生局與台南市藥師公會特別

加強宣導防範，以阻斷不肖人士

的不法企圖與不當行為，讓台南

市民可以遠離毒品的危害。

台南市藥師公會理事長吳

振名表示，政府對於販售含麻黃

素類指示用藥訂有特別規定，這

類藥品的販售供應量以每人每次

購買七日用量為原則，超出七日

者，藥局應設置簿冊登載購買者

姓名、藥名、批號、聯絡方式、

購買原因等資料以供查核，避免

該藥流於非法用途，以現有市售

的包裝規格，大約是每人每次只

可購買一盒，超過就需登記購買

人的相關資料。

吳振名說，台南市藥師公會

設有開業藥局的連絡群組，藥局

一旦發現民眾有異常的購買行為

時，除遵守政府的法規謹慎來執

行業務，隨時通報在群組上讓公

會知悉此一情況及讓台南市的各

藥局及時進行防範，阻斷不肖人

士的不法企圖，以維護民眾的健

康與用藥安全。

台南市藥師公會常務監事

史宗良說，台南市藥師公會對於

此區塊相當重視，也相當潔身自

愛，為的就是不要造成藥局販售

這類指示藥品的困擾，藥師公會

與衛生局、警察局也都有相當緊

密的聯繫，為的就是「支持合法、

嚴查不法」，不讓製毒的不法行為

在臺南市發生，以讓市民擁有良

好的用藥安全環境。

他提醒藥師，對於大量進貨

麻黃素類藥品，若無法提供用量

等相關單據，於健保調劑系統亦

未查有相關調劑紀錄，涉及流向

不明，恐遭移送檢調，藥局千萬

不可不慎。

台南粉紅點暨反毒宣導 預防濫用藥物
◎文╱藥師劉駿龍

柳營奇美醫院承接衛生

福利部食藥署計畫，為能有效

推廣高風險族群濫用藥物之預

防，特別設置濫用藥物防制教

育據點以宣導各項健康議題。

此次活動響應 2022第八屆台

南粉紅點 -Pink Dot-響應國際

不再恐同日活動，柳營奇美醫

院在全程配合防疫措施下，前

往設攤進行反毒相關主題宣

導。

反毒相關主題包含：反

毒桌遊「藥。不要玩」體驗、

擬真毒品解說及氣味體驗活

動。(1)互動「藥。不要玩」

桌遊。桌遊設計的主軸概念

上，遵循防範青少年毒品濫用

以及防制新興毒品的主軸，希

望將反毒知識與正確反毒觀念

推廣出去，藉由向青少年宣導

的契機，能讓反毒教育向下扎

根，在遊戲進行中，民眾可以

了解毒品對身體的危害，達到

寓教於樂的目的。(2)擬真毒

品解說。透過解說擬真毒品，

宣導新興毒品那些看似無害的

包裝，其實暗藏傷害健康的

危機，讓民眾深刻體會到，毒

品是有可能藏在這些看似平易

近人商品裡。(3)氣味體驗活

動。從氣味上進行擬真體驗，

包含大麻、安非他命、K他命

的擬真氣味體驗，希望過程中

民眾體驗到刺鼻不舒服的氣

味，能讓大家對毒品起了敬而

遠之的效果。

↑為防止含有麻黃素類成分的藥品被不法使用來製毒，臺南市政府衛
生局加強對藥師進行宣導說明。

→響應2022第八屆台南粉紅
點 -Pink Dot-響應國際不
再恐同日活動。柳營奇美
醫院設攤進行反毒相關主
題宣導。

← 藥 師 公 會 全 聯 會 呼 籲 民
眾，疫 情 期 間 可 提 早 準
備居家照護「6 大常備藥
品」，4月19日全國各大新
聞媒體登出此一新聞，甚
至搶佔網路新聞的頭條，
是一次相當成功的媒體宣
傳。（照 片 翻
攝於 ht tps: / /
r e u r l . c c /
anx10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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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il信箱、姓名、連絡電話，傳至pharmist@taiwan-pharma.
org.tw並註明「訂閱藥師週刊電子報」。(2) 可在TPIP平台訂閱，如QR code之步驟。

端午節快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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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沙屯媽祖北港進香 社區藥局熱心協助受肯定 

談男同志愛滋病患於社會之困境

◎文╱雲林縣記者張志僑

5月22日午夜苗栗縣通霄鎮拱天宮白沙屯

媽祖2022年度進香南下前往雲林北港朝天宮的

路上。

清晨 3點 45分，號稱九萬信眾、善男信

女、人山人海剛抵達褒忠鄉，筆者偕同家父張

正和藥師緊急拉開藥局鐵門打亮燈光，身穿藥

師工作服配戴執業執照，藥局外等候區拉開社

交距離奉茶，手持酒精噴霧消毒前來藥局民眾

的雙手，除了接受問路並引導方向或協助他們

就地休息或是借廁所。 

更重要的是因為鄉間半夜沒有藥局營業，

透過社區藥局簡單自我藥療，可即時幫助外出

身體不舒服的民眾，藥品需求如肌肉痠痛與拉

傷抽筋，或有胃腸方面的旅行者腹瀉、胃脹

氣，甚至是臨時因為飲食不慎引起的急性皮膚

過敏等大小問題；也有信眾徒步遠行而有雙腳

皮膚組織發炎、破皮起水泡的護理需求；往年

甚至還有因疲累中暑、體虛頭暈目眩的民眾，

需要藥師的協助來度過難關。藥師不僅在專業

上能盡量幫忙大家，甚至在疫情肆虐期間，趁

此機會來提醒防疫的重要性。

藥師犧牲睡眠與休息時間默默付出，協

助發放實名制口罩或快篩試劑的所有藥師，猶

如白沙屯媽祖神蹟的行善救人、濟世為懷的精

神，永遠在全國信眾間流傳。

◎文╱藥師胡軒豪

在東方世界中男性總是被賦予較多的期望

如母憑子貴與望子成龍，倘若娶賢妻進而生育

與經營家庭，是為人父母所盼望的。

家庭成員中男孩屬男同志時，從認同自我

到走出坦然卻是一條佈滿荊棘的天堂路。從青

少年逐漸察覺自己的性傾向，但又礙於同儕的

關係，擔心成為嘲諷及揶揄的對象，常把內心

的感受陰暗地藏匿著。男同志透過交友軟體或

聯誼認識各式各樣的圈內同伴，若能有心靈契

合者，會嘗試交往並發展戀情，但很多是不敢

公開的，他們必須默默承受耕耘著不太被社會

接納的情誼。談感情找伴侶，在男同志眼中，

有極想尋找穩定歸屬，但也有只是玩票性質，

或僅當作吸引社群媒體成員的工具。讓男同志

到頭來猜不透的是單一性伴侶卻被感染。

男同志族群常常被嚴重汙名化，認為他們

性關係過於複雜而被感染，其中包含女同志與

異性戀者的性關係也連帶誤會。大眾不懂男同

志族群而戴上有色眼鏡，將男同志感染愛滋視

作骯髒或傳染病，更不懂為何要包容他們 ，

這一切的氛圍讓病友窒息到不能呼吸！上一世

代的長輩，仍堅信男同志的青春是如此放蕩不

羈、紙醉金迷，別指望他們能理解與包容，社

會的負面包裝已崁入他們的價值觀。如何將世

代認知重新改觀仍需很多努力。父母陪伴孩子

成長中，多少能發覺其性傾向進而對話交流，

盡可能不激起衝突與誤會，讓他們擇人所愛、

愛無所求，請記得孩子們的好。

有許多支持團體與諮商管道，讓生命重新

被牽引，使他們孱弱的夢想再次翱翔天際；有

我們的關懷，就是病友最大的鼓勵。人們對於

男同志病友已逐漸改觀，也慢慢吸收愛滋病知

識。

與此同時，在醫療端除了能夠提供穩定追

蹤與藥物治療外，對於病友們的惶恐不安，醫

療人員也需具備強大的包容心與同理心來鼓勵

他們在治療這條路上，畢竟生病不會只是短暫

的，需要醫療人員長期關注與陪伴，使男同志

病友背後有一股暖流推動著他們，讓他們有一

顆堅定和勇敢的心，持續與疾病互相共存並維

持一定的健康體況。

近年來國內引進藥品中，以單方一天一

錠處方為主流，其中含嵌合酶抑制劑的單錠

藥品，治療前不需經過抗藥性檢測，同時能

迅速有效抑制病毒複製。國內疾病管制署於

2020年 12起適用，第一線藥物為五種：含兩

種核苷酸反轉錄酶抑制劑（NRTI）與一種非

核苷酸反轉錄酶抑制劑（NNRTI）為組合的藥

品共三款；TDF/FTC/EVF（Atripla®亞翠佩），

TAF/FTC/RPV（Odefsey®安以斯）和TDF/3TC/

DOR（Delstrigo®達滋克）；含兩種核苷酸反

轉錄酶抑制劑（NRTI）與一種嵌合酶抑制劑

（INSTI）為組合的藥品共兩款；ABC/3TC/DTG

（Triumeq®三恩美）與TAF/FTC/BIC（Biktarvy®

吉他韋）；NRTI與 INSTI二合一處方的藥品一

款DTG/3TC（Dovato®落瓦梭）。

如果民眾知道感染愛滋是可治療與控制

的，就能逃開無知的束縛鎖鏈，每當病友被多

了解一秒多關懷一秒，病友的希望之心就能不

停燃燒；只要多一點微笑與鼓勵，使病友不再

心碎苦惱，傷痕就可能慢慢癒合。儘管外界質

疑與批評，但病友克服本身心魔並再次挑戰這

個社會，專注在當下的治療與教育防治，相信

已經是幸福所在了，未來回到社會上打拚，

已是那個披著黃金甲的勇士。「去吧病友戰士

們，勇氣是你們的最佳武裝， 破除這社會歧視

網絡，為那美麗的康莊大道，通往那寬闊的草

原，和諧互惠終將是你們的永續共存。」

↑苗栗白沙屯媽祖於5月22日前往北港進香，社區藥局配合繞境時間半夜營業，服務民眾。

Dragon Boat Festiv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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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冠疫情期間 如何強化免疫力
◎文／藥師黃鈴貴

面對新冠疫情，如何安然過

關？一來要「避免接觸病毒」：戴

口罩、勤洗手、噴酒精、保持社

交距離、人潮多的地方少去；二

來要「產生抗病毒的抗體」：打疫

苗，打好打滿；三來是最重要的

「避免感染病毒」：提升自己的免

疫力。

什麼是免疫力？

免疫力是人體自身的防護機

制，可處理自身損傷、老化、死

亡、癌變的細胞；可加以識別且

抵禦外來入侵的有害物（如細菌、

病毒、有害物質等），讓自己更健

康。

可增強免疫力的植化素

蔬果除富含維生素、礦物

質及纖維質外，還有數千種五

顏六色（綠、橘黃、白、紅、

藍紫）的天然化合物，它就是

植物的免疫物質，稱為植化素

（Phytochemicals)。不同的植化

素有不同的功用，如抗氧化、抗

炎、抗老化、增強免疫力、抗菌

抗病毒、抗癌等。

一、可增強免疫力的有效成分：

1. 類黃酮素 (Flavonoids)：花青

素、兒茶素、檸檬黃素、白

藜蘆醇、檞皮素等。

2. 類胡蘿蔔素 (Carotenoids)：胡

蘿蔔素、葉黃素、茄紅素等。

3. 酚酸類 (Phenolic acid)：綠原

酸等。

4. 有機硫化物 (Org anosu l fur 

compounds)：艾喬恩、蒜素

等 (可抗菌、抗病毒 )。

5. 其它：葉綠素、皂素等。

二、 增強免疫力的五顏六色蔬果
（其中尤以白色最為傑出）：

1. 綠色：黃瓜、蘆筍、絲瓜、青

葱、奇異果等。

2. 橘黃色：胡蘿蔔、地瓜、南

瓜、芒果、橘子、木瓜、檸

檬、鳳梨等。

3. 白色：洋葱、大蒜、白色花椰

菜、白蘿蔔、山藥、苦瓜、

牛蒡、白木耳、香蕉、梨

子、桃子、杏仁等。

4. 紅色：番茄、草莓、蔓越莓

等。

5. 藍紫色：紫甘藍、香菇、黑木

耳、葡萄、藍莓、百香果、

桑椹等。

可增強免疫力的保健食品

一、有效成份

1. 維他命類：綜合、A、B群、

C、D等。

2. 植化素：蒜素、葉黃素、花青

素等。

3. 益生菌類：乳桿菌屬、雙歧桿

菌屬等。

4. 酵素：鳳梨、木瓜等。

5. Omega3脂肪酸：EPA、DHA。

二、市售產品簡介

1. 綜合維他命（成人每日攝取量

約2000IU）、礦物質、葉酸、

泛酸、生物素、葉黃素、茄

紅素等。

2. Vit B群、Vit C、Vit E、葉黄

素、葉酸、泛酸、生物素等。

3. V i t  C  成人每日攝取量約

100mg。

4. V i t  D  成人每日攝取量約

400IU（10μg）。

5. 鳳梨酵素十益生菌。

6. 含 EPA、DHA各種比例的深

海魚油。

可增強免疫力的中藥飲品

一、有效成份

1. 補氣：黃耆、白朮、人參、粉

光參等。

2. 理氣：厚朴。

3. 解表：荊芥、防風、桂枝、桑

葉、薄荷等。

4. 清熱化痰：栝樓實。

5. 清熱解毒：黃芩、黃連、魚腥

草、北板藍根、金銀花、連

翹等。

二、各種中藥飲品簡介

1. 免疫茶：固氣益表，以玉屏

風散為基底，黃耆三錢、防

風三錢、白朮三錢、生薑五

片、紅棗五枚（揑破）。

 製備：藥材置鍋中加入1200 cc

的水，用大火煮沸後，改小

火煮約 15分鐘即可，濾出藥

汁，當茶飲用。

 處方來源：玉屏風散加減方。

 適用時機：尚未接觸確診者。

2. 防疫茶  : 益氣護衛、固表防

疫，黃耆三錢、桂枝二錢、

桑葉三錢、薄荷三錢、魚腥

草三錢、生薑三錢、紅棗五

枚（揑破）、甘草二錢。

 製備：藥材置鍋中加入2000∼

3 0 0 0  cc的水，用大火煮沸

後，改小火煮約 1 5分鐘即

可，濾出藥汁，當茶飲用。

 處方來源：國家中醫藥研究

所。

 適用時機：有接觸確診者的疑

慮。

 至於清冠一號主要成分有黃

芩、魚腥草、北板藍根、栝

樓實、荊芥、薄荷、桑葉、

厚朴、炙甘草及防風共十種

中藥材，是確診後服用的，

需醫師處方。

臨床心得

面對新冠疫情，如何避免感

染病毒（或是萬一您確診了，如何

避免轉為中、重症），最重要的是

「提升自己的免疫力」：

1. 正常的作息：規律的生活、心

情放鬆、充足睡眠。

2. 營養均衡的飲食：足夠的優質

蛋白質、少油、少鹽、少糖

的飲食習慣。

3. 三多：多運動、多喝水、多食

富含各種植化素（有抗炎、抗

氧化功能）的蔬果。

4. 三戒：少喝酒、戒煙、戒毒

品。

5. 如您有慢性病：請依醫囑服

藥。

6. 可服用正確適量的保健食

品、中藥飲品（服用前，可先

請教醫師、藥師），來補強自

己體質不足之處。

參考資料：

1.吃對顏色才健康    楊新玲編著  

活泉書坊

2. 國 健 署 h t t p s : / / w w w .

h p a . g o v . t w / P a g e s / D e t a i l .

aspx?nodeid=4248&pid=12285

3.衛福部食品藥物管理署

 https://www.fda.gov.tw/TC/site.

aspx?sid=1507&r=29282578

4. J. Dairy Sci. 98 :1593–1603 ; 2014

 h t t p s : / / w w w .

journalofdairyscience.org/article/

S0022-0302(14)00884-4/fulltext

5.中藥資訊網

 https://www.taiwan-pharma.org.

tw/chm/plan154.html

6.國家中醫藥研究所

 https://www.nricm.edu.tw/p/406-

1000-6513,r51.php?Lang=zh-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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猴痘是什麼?

我國健保藥費足夠嗎?

◎文╱藥師黃永成

近期歐、美各國相繼傳出猴痘

（monkeypox）的確診病例，至少已

擴散十五個國家，累積逾百例。

依據世界衛生組織 (WHO)資

料顯示，病例多屬感染西非分支猴

痘病毒，出現發燒、皮疹、頭痛等

症狀，部分亦出現生殖器感染情

形，兒童或免疫低下族群可能導致

重症。不過由於猴痘人傳人的條件

為密切身體接觸，因此人傳人的發

生率較有限。

猴痘是由猴痘病毒引起的人畜

共通傳染疾病，會導致類似天花的

皮疹。該病毒在1958年從研究用的

猴子身上首次被發現，因此該疾病

被命名為「猴痘」。與天花屬於同

一病毒家族，但發病程度較輕微，

傳染性不高。人類感染猴痘最早出

現於1970年在剛果民主共和國，這

些病例主要發生在西非和中非熱帶

雨林中接觸小型森林動物（如囓齒

動物、松鼠和猴子）的個體中。依

據流行病學及不同地理區域分佈，

主要有西非和中非兩種病毒株。

猴痘症狀與天花相似，一般在

感染後，初期發病症狀可能出現發

燒、畏寒、淋巴腫大、頭痛、肌肉

痠痛、疲倦等症狀。出現皮疹前，

嚴重淋巴結腫大是猴痘的一個顯著

特徵，自發燒後約1~3天，口腔內

會出現潰瘍，之後皮疹會從臉部開

始出現，並逐漸延伸到身體其它部

位，最常見的部位是手掌和腳底。

皮疹通常會於10~14天內從斑丘疹

發展到水疱、膿疱，最後是結痂，

身體所有部位的皮疹通常會同步發

生。感染後約14~21天，多數感染

者症狀為輕症，通常會自行痊癒。

過去的猴痘爆發中，致死率會依國

家有所不同，介於1~10％之間。

當與受感染的動物、人或受

污染的物品接觸，便可能被感染。

如果被野生動物例如某些靈長類

動物、囓齒動物和松鼠等咬傷或

抓傷、長期面對面接觸的飛沫傳播

或直接的體液接觸，都可能會受感

染。

目前猴痘現階段尚未有特定

的治療方式。根據美國CDC研究

數據顯示，天花疫苗對猴痘病毒

的有效性高達 85%。Jynneos疫苗

由丹麥Bavarian Nordic公司研發生

產，是目前第一個能預防猴痘的

疫苗，在 2019年美國食品藥物管

理局（FDA）所核准的首款猴痘疫

苗，是一種活性減毒疫苗，可接種 

18 歲以上成人同時預防天花、猴

痘感染。抗病毒藥物如Tecovirimat 

、Brincidofovir、Cidofovir 等，根

據動物模型和健康人的劑量研究，

被批准用於治療天花，預計可能

對治療猴痘具有相同的活性。一般

而言，Tecovirimat（TPOXX）是治

療首選，2018年7月在美國被批准

用於治療天花，這種藥物可保護

非人類靈長類動物免受致命的猴

痘病毒感染。但一些專家可能會

在重症患者中，使用Tecovirimat和

Brincidofovir的雙重治療。

為減少受感染的風險，避免與

感染病人或來路不明的嚙齒動物和

靈長類動物接觸、照顧病人或處理

動物時，可穿戴手套和外科口罩等

防護裝備，處置後並盡速洗手，也

應暫時避免與其他病人密切接觸。

參考資料： 

1. h t t p s : / / w w w. u p t o d a t e . co m /

contents/monkeypox?search=

monke y pox&source=search_

result&selectedTitle=1~10&usage_

type=default&display_rank=1

2. h t t p s : / / w w w. f d a . g o v / n e w s -

events/press-announcements/fda-

approves-first-live-non-replicating-

vaccine-prevent-smallpox-and-

monkeypox

3. h t t p s : / / w w w. c h p. g o v. h k / t c /

healthtopics/content/24/101721.

html

（作者為台大醫院雲林分院藥劑部

藥師）

◎文╱藥師陳浩銘

藥品費用占醫療支出有多大

的壓力？我們可以從衛福部所公

布的資料發現，於 1 9 9 6年時，

診療費（含手術費及麻醉費）占

整體醫療費用為 42.3%、藥費為

26.1%、診察費為 23.8%、檢查檢

驗費為 3.4%；而到了 2021年，

前述項目占比分別為 3 5 . 1 %、

28.9%、16.8%及12.7%。

我們知道健保總額預算每年

皆有成長，所以其實前述四個項

目的整體費用都是有提升的，只

是占比的板塊有所消長。2022年

健保總額8,095.62億，若以前一年

的占比推估，藥費可能就占了約

2,000多億，又當中新藥預算約 20

至30億元左右。（此處新藥指全民

健康保險藥物給付項目及支付標

準第 14條之第一類、第二A類新

藥及五年內新藥之擴增適應症。）

有鑑於不斷有新藥進入市場

（健保給付），因未滿足醫療需求持

續被填滿，就醫與用藥普及人數也

持續上升，多重因素下藥費也不斷

連年堆疊攀升。健保署為使藥費

成長在可控制範圍下，推出「藥費

支出目標制（DET）試辦計畫」，

也就是將藥費支出先預設一個目

標值額度，年度結算藥費超出目

標值，就啟動年度的藥價調整。

以 2020年目標值為 1,702.3億來

說，因前一年實際核付金額扣除當

年藥品價量協議（PVA）回收金額

後，超出額度為74.6億元，此即為

2021年藥價調整須達目標 (即俗稱

的砍價 )。產品製造在製程穩定、

良率提升、製程放大等因素，或可

一定程度的節省製造成本，得以

增加毛利；又在專利期屆滿、學名

藥或其他同樣機轉類別藥品競爭，

原廠藥市場逐漸被瓜分，加上藥品

支付價格逐年調降，不得不刺激了

將盈餘利益投入新藥研發。其實

世界多個國家也有支付價格調整

模式，只是機制或有不同，但是，

以台灣為例，各界較難以取得共識

的，就是調降幅度以及調降底線。

對於藥品給付及藥價調整，是否需

以法條進行更細膩的規範，都是

值得思考的。

藥費的額度或占比，除了以

國內的歷史資料進行縱向的觀察

外，也可以橫向比較其他國家與

我國的差異。相較於國外，台灣

在藥費占比上有明顯較高的占比

（台灣接近三成，其他國家約僅占

一成五左右），但需注意的是台灣

的診療與診察費是低廉的，所以

藥費占比恐有過度膨脹的錯覺；

若以藥費占GDP（國內生產毛額，

Gross domestic product）比率來

看，其實我國在藥費支出占比與

其他先進國家比較是較相近的，

甚至可能略低。我國醫療在藥費

支付上，到底夠不夠？會不會造

成新藥的可取得性降低，犧牲病

人的權益？到底怎樣的機制對台

灣的利益才是最大的？諸多問題

仍需產官學各界廣泛的討論，期

許健保能夠永續經營以及使病友

用藥可近性更加提升。

參考資料：

1. 自由電子報：健保會訂下週五討

論 目標今年上路（依衛福部提供

資料製表）

2. 全民健康保險藥品價格調整作業

辦法

3. 全民健康保險醫療給付費用總額

協商參考指標要覽

4. 全民健康保險法（第 62條第 4

項）

5. 健保署新聞稿：藥費支出目標制

（DET）試辦計畫

6. 健保署網路公開資料：前瞻性評

估（HS）之執行與未來展望

健保支付費用之國際比較

2021年GDP*
 (百萬美元)

醫療費用占
GDP比率**

藥費占GDP
比率**

藥費占醫療
費用GDP比率**

台灣 1,403,663 3.8 1.1 28.9

澳大利亞 1,415,564 8.1 0.8 9.9

加拿大 1,978,816 9.2 1.5 16.3

美國 22,675,271 13.6 1.7 12.5

日本 5,585,786 9.9 1.6 16.2

南韓 2,436,872 7.7 1.3 16.9

* 參考照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之實質國內生產毛額
** 參考健保會之總額協商參考要覽報告可得該國最新一年數值（各國年份從2018~2020年

不一）
GDP比率：單位%

藥師週刊110 年合訂本

每本售價 1 0 0 0元
藥師週刊110 年合訂本

每本售價 1 0 0 0元
藥師週刊110 年合訂本

每本售價 1 0 0 0元

（贈送10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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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端午節快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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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alcanezumab

用於預防偏頭痛(下)

《論藥之道》

處方評估（續）

3. 疑義說明： 
(1) Galcanezumab為 calcitonin gene-related 

peptide (CGRP) 拮抗劑，是偏頭痛預防性治療之

新機轉藥品。由於偏頭痛發作時三叉神經釋放

大量CGRP造成血管擴張、神經性發炎反應與

產生疼痛訊號，因此阻斷CGRP與受體結合可

治療偏頭痛。

(2) 本案例病人為首次注射 galcanezumab，

galcanezumab用於偏頭痛預防性治療之建議劑

量為首次注射 240 mg，之後每月皮下注射 120 

m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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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參考資料：

1. Huang TC, Lai TH. Medical Treatment Guidelines 

for Preventive Treatment of Migraine. Acta Neurol 

Taiwan. 2017;26:33-53.

2. Product Information: Emgality (R) injection, 

galcanezumab injection. Eli Lilly, Taipei, 2020.

（全文完）

（本文作者為臺北榮民總醫院藥學部臨床藥師 / 
台北醫學大學藥學系碩士班臨床藥學組碩士）

◎文╱黃冠慈

案　　例：A女士　

　　　　　年齡：49　身高：163.0 cm 　體重：69 kg

腎  功  能： BUN=15 mg/dL; SCr=0.72 mg/dL; 

CCr=102.95 mL/min

肝  功  能：ALT=29 U/L; AST=36 U/L

診　　斷：偏頭痛

用藥紀錄：

疑義類別：劑量欠妥

疑義處方： Emgality ® inj 120 mg (galcanezumab) 120 mg 

ONCE SC

正確處方： Emgality ® inj 120 mg (galcanezumab) 240 mg 

ONCE SC

藥名/含量 劑量 頻次 途徑

Emgality® inj 120 mg (galcanezumab) 120 mg ONCE SC

Topamax® tab 100 mg (topiramate) 100 mg BID PO

Efexor® cap 37.5 mg (venlafaxine) 37.5 mg BID PO

Suzin® cap 5 mg (flunarizine) 5 mg QN PO

臺灣清冠一號之方劑介紹(四)

◎文╱廖培伶

二、十種中藥材介紹（續）

（六）厚朴

（七）栝樓實

（待續）

（本文作者為三軍總醫院 臨床藥學部中藥局藥師）

基　　原
木蘭科Magnoliaceae 植物厚朴Magnolia officinalis Rehder et E.H.Wilson或凹葉
厚朴Magnolia officinalis Rehder et E.H.Wilson var.biloba Rehder et E.H.Wilson的
乾燥幹皮、根皮及枝皮

藥理分類 芳香化濕藥(理氣藥)

性　　味 苦、辛、溫

歸　　經 歸脾、胃、肺、大腸經

產　　地 四川、湖北、浙江

功　　效 行氣消積、燥濕除滿、降逆平喘

主　　治 食積氣滯、腹脹便秘；濕阻中焦、咳嗽氣喘、脘痞吐瀉

現代藥理 鬆弛橫紋肌、降壓、抗菌

用法用量 3-11.5克

禁　　忌 孕婦慎用

品　　質 均以皮厚、肉細、油性大，斷面紫棕色、有小亮星、氣味濃厚者為佳。

藥材、飲片性狀 藥材： 幹皮呈捲筒狀，雙捲筒狀或板片狀，長30-35cm厚0.2-
0.7cm，習稱「筒朴」；近根部的捲筒一端展開如喇叭口
13-25cm厚0.3-0.8cm，習稱「靴筒朴」。外表面灰棕色
或灰褐色，粗糙，栓皮呈鱗片狀，易剝落，有明顯的橢
圓形皮孔跟縱皺紋，刮去粗皮者表面較平坦，顯黃棕
色；內表面較平滑，紫棕色或深紫褐色具細密縱紋，用
指甲刻劃之顯油痕，質堅硬不易折斷，斷面外部灰棕
色，顆粒性；內部紫褐色或棕色，富油性，有時可見多
數發亮的細小結晶 ( 厚朴酚結晶 )。氣香、味苦帶辛辣
感。根皮(根朴)呈單筒狀或不規則塊片，有的劈破，
有的彎曲似「雞腸」，習稱「雞腸朴」，長18~32cm，厚
0.1~0.3cm，表面灰棕色，有橫紋及縱皺紋，劈破處纖
維狀。質硬，較易折斷。嚼之殘渣較多。餘同幹皮。枝
皮(枝朴)皮薄呈單筒狀，長10~20 cm，厚0.1~0.2cm，
表面灰棕色，具皺紋。質脆，易折斷，斷面纖維性。嚼
後殘渣亦較多。餘同幹皮。

飲片： 刮去栓皮之絲狀片，呈半環形，長約3-5cm，厚約0.2 
cm，表皮黑褐色，內表面棕紫色或暗棕色，光滑有順
紋，切面有亮星，堅硬，質脆。氣香，味苦帶辛辣感。

厚朴酚 (Magnolol) 含量不得少於0.8 %

(彩色常用中藥材鑑別圖鑑)

基　　原
葫蘆科Cucurbitaceae植物栝蔞Trichosanthes kirilowii Maxim.及雙邊栝蔞
Trichosanthes rosthornii Harms之乾燥成熟果實。

藥理分類 化痰止咳平喘藥（清化熱痰藥）

性　　味 甘、微苦、寒

歸　　經 歸肺、胃、大腸經

產　　地 河南、河北、山東、安徽

功　　效 清肺化痰、利氣寬胸、潤腸通便

主　　治 熱痰咳嗽、胸痹結胸、腸燥便秘

現代藥理 鎮咳祛痰、擴張心臟冠狀動脈、降血脂

用法用量 10-20克

禁　　忌 脾虛便溏，濕痰、寒痰者不宜使用

品　　質 以顆粒飽滿、淡黃白色、整齊不碎、不出油、無核殼者為佳。

藥材、飲片性狀 藥材： 果實呈類球形或寬橢圓形，長7~15cm，直徑6~10cm。
表面橙紅色或橙黃色，皺縮或較光滑，輕重不一。質
脆，易破開，內表面黃白色，有紅黃色絲絡，果瓤橙黃
色，黏稠，與多數種子粘結成團，當果實表面有白粉，
變成淡黃色時，分批採摘，懸通風處晾乾。

飲片： 洗刷乾淨，晾乾，去柄，壓扁，切成圓餅狀。味微酸、
甜 。

(彩色常用中藥材鑑別圖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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