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藥師週刊

退 件 請 退 回

新 莊 郵 局

【本刊訊】藥師公會全聯會於

7月 21日召開第 14屆第 11次理監

事會暨 25縣市藥師公會理事長聯

席會議，也是第 14屆的最後一次

理監事會。

理事長黃金舜勉勵全體理監

事、執行長、顧問、副秘書長等幹

部，及各縣市公會與會務人員三

年來的辛勞，並期許第 15屆順利

完成交接以及繼續推進藥界議題。

第 14屆幹部甫上任即為各項

重大議案奔走政府與民意機關，

爾後新冠疫情來襲，全聯會各幹

部也戮力協調有關口罩實名制、

疫苗接種預約、快篩試劑實名

制、送藥到府以及口服抗病毒藥

物等相關事宜，帶領全國藥師在

疫情之下守護國人健康，也成功

展現藥師在公衛領域的價值。

常務理事趙瑞平以及監事會

召集人劉典謨，也對本屆理事長

帶領的團隊表達肯定，從全聯會

組織改革到開源節流，讓會務推

動順利。本屆也聘請多位副秘書

長協助相關會務、計畫案等業務

推動，均為無給職義務幫忙，感

謝副秘書長們的無私付出。

另外有關於藥學教育規畫委

員會提出討論「社區藥局實習教

學實施辦法」，此將影響全國社

區藥局藥師，須審慎討論，待內

部凝聚共識後，再進一步與台灣

藥學會、臨床藥學會討論較為適

宜，因此，建議由下屆成立工作

小組，由藥學教育規劃委員會、

社區藥局委員會及熟悉社區藥局

實習運作的幹部擔任成員，共同

規劃。

第 15屆全聯會第一次會員代

表大會將於 8月 14日登場，屆時

也將選出第 15屆理監事，各縣市

相關會員代表名單已提報至全聯

會，亦完成理監事候選人抽籤序

號相關前置作業，總統蔡英文也

將於晚宴時蒞臨，再次表達對藥

界的肯定。

【本刊訊】「冷在三九、熱在

三伏」，7月 16日「頭伏」後連續

三週是一年中最熱的期間」。藥師

公會全聯會中藥發展委員於7月15

日召開「2022夏日消暑防蚊中藥

記者會」，教導大眾如何自製青草

茶和防蚊包，因應炎炎夏日，獲

得多家媒體報導，引發熱烈回響。

根據統計，台灣人每年喝掉

約 1 2億杯的手搖飲。參考世界

衛生組織（WHO）建議，依每人

每天攝取 2000大卡熱量計算，精

緻糖熱量不可超過每日總熱量的

10％，大約是200大卡、50公克，

一天一杯以上就容易超標，且市

售青草茶經常添加糖分或其他添

加物，並非完全適合高血糖、糖

尿病患者飲用。

為配合逐漸普及的養生概

念，新北市藥師公會中藥發展委

員會主委林宸汝建議，民眾可

使用「藥食兩用」的桑葉、魚腥

草、甜菊、兔兒菜及薄荷熬煮青

草茶。桑葉可防治夏日感冒，魚

腥草則可殺菌、抗病毒，亦是防

疫茶的內容物之一；另外甜菊、兔

兒菜、薄荷可分別增添甜味、苦

味，以及清涼口感，可隨個人喜

好調整，輕鬆製成利尿防暑熱、

健康無糖的青草茶。

除飲品外，防蚊是夏日必要

課題，理事長黃金舜表示，部分

市售防蚊產品雖使用「樟腦」等

字眼，但其原料並非使用樟腦 

（Camphor），而是使用化學合成

的萘（Naphthalene），這才是導致

蠶豆症患者不適的主要元凶，為

確保使用安全，建議詢問藥局藥

師。

運用中藥來防蚊驅蟲已有千

年的歷史，台中市藥師公會中藥

發展委員會委員紀旻翰表示，將

（公）丁香、石菖蒲、肉桂、廣藿

香、艾葉、紫蘇葉、香茅、薄荷

等藥草，少量抓取各 10克並打碎

後，藥草散發的氣味即具有驅蚊

功效，效果可維持七天左右；另

也可使用「水煮法」或「酒浸法」

處理藥草，將液體進行過濾後即

可製成防蚊液，對蠶豆症患者而

言，中藥草製成的防蚊液，相較

於市售防蚊液更為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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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縣衛生局贈快篩試劑 感謝藥師付出

有溫度共識營 團隊貢獻三心三力

◎文╱嘉義縣記者紀珮珊

7月初，嘉義縣衛生局致贈嘉

義縣藥師公會快篩試劑，感謝參

與「協助確診或居家隔離民眾送藥

到府」和「確診民眾親友到藥局代

領藥品」之第一線藥師辛勞付出，

每位參與的藥師將發放 10份快篩

試劑。近日將由藥師公會盡快發

送到各參與送藥到府的社區藥局。

今年 COVID-19疫情持續延

燒，藥師配合中央疫情指揮中心

政策，持續參與並支持艱辛的各

項防疫政策，從4月28日快篩試劑

實名制正式上路，接著藥師參與

協助確診者送藥到府服務。

藥師每天除發送快篩試劑、

處理慢箋與各種藥局業務之外，

百忙之中，更在沒有完善的防護

裝備之下，幾乎是赤手空拳去協

助居家隔離與確診民眾送藥到府

服務，並以電話用藥指導，每天

付出許多精神、體力與時間，還

得把所有辛酸委屈往肚裡吞。

嘉義縣藥師公會理事長周志

煇，為參與「協助確診COVID-19

患者或同住家人須隔離，或需自

主健康管理的民眾送藥到府」，和

「確診民眾親友到藥局代領藥品」

之第一線藥師發聲，積極與嘉義

縣衛生局長趙紋華、藥食科長陳

惠貞等長官溝通，衛生局承諾，

將致贈參與活動之每位藥師 10份

快篩試劑，感謝藥師在艱難防疫

之路上的辛勞與貢獻。

周志煇表示，藥師送藥到

府，每天暴露在COVID-19的高危

險環境中，努力不懈為民眾健康

服務，對防疫之路的辛勞付出，

長官們除了心疼不捨，更感激不

已。藥師公會非常感謝嘉義縣衛

生局對防疫藥師努力不懈的支

持、疼惜與肯定，對所有防疫藥

師致上最高的敬意與感謝，希望

致贈的快篩試劑，無論在健康管

理與精神上，都能予以最真心的

感激與慰問之意。

◎文╱台中市記者黃寶珠 
臺中市藥師公會第 32屆幹部

共識營，7月16日由理事長陳振聲

帶領團隊，在苗栗泰安錦水溫泉

飯店召開。

理事長邀請陳志麟、李淑

玲、蕭彰銘三位顧問蒞臨指導。

感謝歷屆理事長用心與帶領，讓

臺中市藥師公會會員人數與日

俱增，以及添購新會館。在有限

經費之下，各執業類別委員會幹

部絞盡腦汁為會員創造更多優質

福利。台中新藥師公會常務張耿

熏，不辭千里參加會議與指導。

本次也感謝地主苗栗縣藥師公會

理事長梁文翰帶領團隊為所有人

打氣，並互贈紀念品，增加兩會

友誼。

為凝聚各委員會的團隊力

量，讓共識會議中各委員會主

委，與輔導理監事彼此更認識、

溝通順暢，以及了解會員需求，

利用這次共識會議，提出本屆這

三年所要執行的計畫案。主委們

準備豐富的資料輪流上台，每個

委員會自計畫緣起、目標、執行

方法、預期成果到結論，報告精

彩有力，連續八小時馬不停蹄，

十四個委員會輪流報告與討論，

不愧為本屆菁英。

理事長勉勵並肯定所有幹

部，為公會貢獻出三心（熱心、愛

心、一心）及三力（能力、魅力、

精力），奉獻犧牲團結的精神，肯

定是全台之最。他也鼓勵幹部帶

領所有會員藥師把這三心三力發

揮到淋漓盡致，一起服務民眾。

也感謝疫情這幾年，藥師肩負起

重大責任，各執業場域藥師每天

都會面對確診者或其家人，但藥

師還是堅守崗位，秉持著藥師 can 

help精神，一起抗疫。

藥師賢伉儷負重而行 只為相挺公會
◎文╱台南記者黃大晉

對於不認識林進財、周玲娟

藥師夫妻的人來說，7月14日在台

南市藥師公會「逾保存期限處方箋

『717清一清』水銷活動」現場，

看到夫妻倆協助搬運裝滿處方箋

的厚重紙箱上貨車堆疊，還以為

他們是搬運工人或是貨運行的司

機，已連續幾年無私奉獻，主動

出車無償協助載運台南市各藥局

待銷燬的處方箋到「國榮紙業」進

行處理，無私的精神與實際的行

動真是令人感佩。

很多人以為公會辦活動花預

算經費、公帑是天經地義、合情

合理的事，但遇到要繳會費、提

高會費時又唉唉叫。台南市藥師

公會的理監事團隊為撙節開支，

盡量為會員節省荷包，在活動辦

理上或是預算的編列上，也都盡

量尋求資源協助來減少費用的支

出，例如：717水銷活動就沒編列

預算，如此才能在購買新會館半

年內即還清銀行的貸款，避免債

留下屆或讓未來的藥師背負沉重

的財政負擔。

曾任台南市藥師公會理事的

周玲娟雖已卸任幹部職務多年，

但只要是公會的活動有需要幫

忙，總是相挺到底，溫文儒雅的

林進財更是默默的做、實實在在

的做，夫妻倆不愛出風頭，也不

願站上檯面，但只要是對公眾有

益的事，他們必然前行，貢獻一

己之力。

去年七月因疫情嚴峻，台南

市藥師公會暫停717水銷活動，今

年復辦，台南市各藥局實際載送

到會館的待銷燬舊處方箋，較原

登記時的數量增加過大，超出貨

車可承載的範圍，也壓得貨車輪

胎變形，讓在現場處理的幹部、

會務人員看得怵目驚心，擔心運

送過程的安全，緊急喊卡，拜託

晚到或量大的藥師自行開車載到

位在台南官田工業區的國榮紙業

進行銷燬。

台南市藥師公會理事長吳振

名表示，各藥局逾保存期限待銷

燬的處方箋，不一定要等到公會

辦理「717清一清水銷活動」時才

載到公會，量大者，平日也可和

「國榮紙業」連絡，自行載送過去

進行銷燬，若是有用塑膠袋或大

夾鏈袋裝處方箋者，應先將塑膠

袋或大夾鏈袋拿掉，因為水銷無

法溶化這些塑膠，會導致紙廠的

設備損壞。

吳振名除了感謝林進財、

周玲娟藥師賢伉儷的無私奉獻相

挺公會，也感謝公會每次活動出

錢、出力、提供資源協助的藥

師，公會是大家的，因為有愛、

有包容，也因為會員願意無私付

出相挺，使台南市藥師公會的會

務工作越來越好。 

臺中市
藥師公會

↑臺中市藥師公會於7月16日舉辦第32屆幹部共識營，理事長陳振
聲 （前排左五）帶領團隊在泰安錦水溫泉召開。

↑台 南 市 藥 師 公 會「 逾 保 存 期
限處方箋『717 清一清』水銷
活動」，林進財（中）、周玲娟
（右）藥師賢伉儷，已連續數年
無私奉獻，主動出車無償協助搬
運、載運台南市各藥局待銷燬的
處方箋到國榮紙業進行銷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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戶外快篩陽判讀門診   使命必達

「戒」就對了!酒癮戒治衛教講座

◎文╱高雄記者許永佳

今年新一波Omicron新冠疫情

持續延燒，5月起包含高雄市等中

南部各縣市疫情也陸續升溫。隨

著疫情逐漸擴大，中央流行疫情

指揮中心防疫政策也隨之滾動式

調整，而各地方政府為能有效防

治疫情，紛紛制定各項防疫措施

讓醫護人員與民眾有所遵循。

五月下旬，眼見著疫情趨勢

線逐漸攀高，高雄市衛生局特別

指定 3 0家醫療院所成立戶外快

篩陽判讀門診，讓民眾進行居家

快篩檢測呈陽性結果後，可以立

即便民就醫，針對染疫者感染症

狀開立藥品，若符合高風險條件

者，醫師可以再開立口服抗病毒

藥劑Paxlovid® 或Molnupiravir 讓

病人盡快服用藥品，以降低惡化

成中重度病情風險。

面對緊急防疫政策，義大醫

療體系下的三家醫院在不到 48小

時內，完成戶外快篩陽判讀門診

的醫護人員調度與軟硬體設置。

同一時間藥劑部門也積極安排藥

品設置、領藥動線及輪值藥師安

排，同步立即謹慎學習防護衣穿

脫流程演練，希望能在完整的防

護準備下，為染疫民眾提供正確

的用藥指導服務。

正值進入夏天的季節，在南

台灣炙熱的太陽照射下，即使冷

氣設備強力放送，在安全設備完

善的戶外發藥站，仍無法讓包覆

在密不透風防護裝備裡的醫療人

員感受到涼意，不到半小時，全

身衣服都濕透，更能體會到即便

在酷熱的天氣下，醫療人員為了

防疫付出的一片心力。面對染疫

成人或是染疫小孩家長，仍然可

以從語氣或眼神中感受到因染疫

透露出焦慮不安的情緒，藥師們

秉持藥事服務精神，在醫師開立

處方的同時隨時提供用藥建議；病

人臨櫃領藥時，為了要清楚傳達

正確用藥方式，透過口罩與玻璃

隔板阻隔，藥師提高嗓子與民眾

對談，深怕民眾未能完整了解服

藥方法與注意事項，尤其是口服

抗病毒藥劑需要考慮藥物交互作

用、腎功能不良劑量調整與正確

服藥方式等因素，才能確保民眾

用藥安全。

面對這場防疫大作戰，所有

藥師們如同其他醫護人員均能為

防疫善盡職責，為民眾提供便捷

領藥與用藥指導服務，讓民眾能

放心拿藥，也安心服藥。

◎文╱藥師陳宛儀

筆者身為嘉義長庚醫院藥

師，很難得有這個機會，能夠代

表藥劑科受邀前往法務部矯正署

嘉義看守所，進行酒癮戒治衛教。

分享的主題包括：酒精攝取後

的吸收與代謝以及酒精對人體的

影響；關於飲酒的小迷思；如何初

步評估自己或身邊的親友是否有

酒精成癮的風險或徵兆？萬一已

經成癮了有什麼求助的管道？倘

若尚未成癮有什麼方法能夠控制

酒精攝取，避免走入酒精成癮的

窘境呢？最後分享今年酒駕新法

上路之具體規範。

呼籲聽眾切記「開車貪杯，

樂極生悲」！「喝酒不開車」不只

是一個標語，更是我們應該要銘

記在心、身體力行且務必遵守的

大原則，萬一出席的場合勢必得

喝酒，以「安全回家 5招式」應

對：0容忍，喝酒絕對不開（騎）

車；1人赴宴不開（騎）車；2人以

上「指定駕駛」好放心；3杯下肚

「代客叫車」服務周到又貼心；似

有醉意Call友接送安全又安心。千

萬不要硬著頭皮駕駛，否則不僅

對自己的生命安全沒有保障，更

可能造成他人的危險。

過程中除了藉由穿插四格

漫畫、案例分享、宣導短片、有

獎徵答等方式與聽眾互動，亦拋

出問題引導收容人反思，期待透

過這樣的方式能夠加深聽眾的印

象。並期許在接受戒癮課程後，

收容人都能夠改變自我過去對於

飲酒的錯誤認知，並強化其法治

觀念；而當酒精成癮時，也能夠求

助於正確的管道。

醫院反毒設攤 寓教於樂有別於傳統宣導
◎文╱藥師李佳勳

台南柳營衛生所主辦「無菸環

境宣導 健康嘉年華」親子健康塗鴉

活動在德元埤荷蘭村熱鬧登場。

柳營奇美醫院長期承接衛福

部食藥署計畫，為有效推廣高風險

族群濫用藥物之預防，特別設置濫

用防制教育據點以宣導各項健康議

題，本著地主隊精神響應無菸環境

嘉年華活動，在全程配合防疫措施

下，前往設攤進行反毒相關主題宣

導。

攤位上準備擬真毒品、毒品氣

味體驗跟反毒桌遊等宣導品項。擬

真毒品的部分，因為參與的是小朋

友，很多都沒有聽過甚麼是毒品，

而現今毒品包裝樣態多元，常偽裝

成巧克力、咖啡包、軟糖、果凍等

易容易引起幼童興趣的零食外觀，

藉由活動的參與，來提醒小朋友不

能食用來路不明的食物，也提醒家

長新興毒品多樣的偽裝。

毒品氣味體驗雖然只是仿真

製作的試聞品，但對於沒有聞過的

民眾，往往會被刺鼻的氣味嚇到，

也有一些警消人員讚嘆大麻的味道

很真實呢！透過擬真的毒品氣味體

驗，讓大家記住毒品的味道，若是

在周遭環境中察覺到類似的氣味，

都能留心並提高警覺。

反毒桌遊的遊戲設計，有別於

傳統的反毒宣導，桌遊卡片上精緻

的圖案及鮮豔的顏色，加上沒有過

多艱深的文字，使大朋友、小朋友

都能在遊戲中，輕鬆了解毒品對身

體帶來的副作用與危害。

→ 台南柳營衛生所主辦「無菸環
境宣導 健康嘉年華」親子健康
塗鴉活動熱鬧登場。

藥
師

醫
院

↑義大醫療體系下的三家醫院在不到48小時內，完成戶外快篩陽判
讀門診的醫護人員調度與軟硬體設置。

← 嘉義長庚醫
院藥師至法
務部矯正署
嘉義看守所
進行酒癮戒
治衛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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淺談流感治療藥物
◎文╱藥師黃永成

疾病簡介

流行性感冒（簡稱流感），每

年於冬末至初春時會有季節性流

感，是一種急性呼吸道疾病，致

病原為流感病毒。

流感病毒可分為A、B、C、D

四型，其中A、B型會造成季節性

流行，目前主要流行的季節性流

感病毒為A（H3N2）與A（H1N1）

亞型以及B/Victoria與B/Yamagata

等4類。流行高峰期約在12月至隔

年3月，流感及流感併發重症的病

例大多集中在於秋冬季節而達到

高峰。

潛伏期

人是季節性流感的主要傳染

窩，一般在症狀出現後3~4天內傳

染力最強，主要經由感染者咳嗽

或打噴嚏產生的飛沫傳染，流感

病毒可短暫存活於物體表面，因

此也可能經由接觸傳染。

潛伏期一般為 1~4天，約在

發病後的 1~2週內出現併發症。

臨床常見症狀為頭痛、發燒、疲

倦、流鼻涕、肌肉酸痛、喉嚨痛

及咳嗽等，也可能伴隨腹瀉、嘔

吐等，通常會在一週內痊癒。少

數患者可能引起會嚴重併發症，

包括肺炎、心肌炎、腦炎及其他

嚴重的繼發性感染或神經系統疾

病等。高危險族群則包括 65歲以

上長者、嬰幼兒、孕婦、免疫功

能不全者，以及罹患氣喘、糖尿

病、心血管、肺臟、肝臟、腎臟

等慢性疾病或BMI≧30者。

預防保健

預防流感最佳方式為施打流

感疫苗，65歲以上長者、嬰幼兒

等高危險群應接受疫苗接種，避

免感染流感所引起的併發症。接

種疫苗後大約2星期後可產生保護

力，保護力一般約6個月後會逐漸

下降，須每年接種疫苗，以獲得

足夠保護力。

治療照護

感染流感病毒後，大多數

患者可自行痊癒，針對流感併發

症患者的治療除支持性療法，如

使用緩解不適症狀的藥物

包括解熱止痛藥、止咳

藥、化痰藥、抗過敏藥物

等；另可給予抗病毒藥物

予以治療（表一）。目前主

要用於治療流感的抗病毒藥

物，以神經胺酸酶抑制劑為主，

包括Zanamivir （Relenza®，瑞樂

沙）、Oseltamivir （Tamiflu®克流

感或Eraflu®易剋冒）及Peramivir 

（Rapiacta®瑞貝塔）等，可同時治

療或預防A、B型流感。發病後 48

小時內投藥效果最好，對於症狀

嚴重或有併發症等高危險族群，

即使超過 4 8小時給藥仍具有效

益。一旦出現流感相關症狀時，

應儘速就醫正確診斷用藥，切勿

自行購買藥物，避免產生抗藥

性，配合飲食均衡、適當運動、

休息及良好衛生習慣，均有助於

預防流感。

參考資料： 

1. 衛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

2. UpToDate: antiviral drugs for 

inf luenza pharmacolog y and 

resistance,

 https://reurl.cc/OAx9G9

3. IBM Micromedex.

（本文作者為台大醫院雲林分院 
藥劑部藥師）

表一　流感治療與預防的抗病毒藥物

藥物 含量 劑型 使用注意事項 常見副作用 作用機轉

Amantadine 100mg 口服 不建議使用於A型流感的預防與治療(高度抗藥性) 失眠、厭食、頭暈 M2離子通道蛋白抑制劑
(M2 ion channel protein)Rimantadine 100mg 口服 不建議使用於A型流感的預防與治療(高度抗藥性) 失眠、頭痛

Oseltamivir 
(Tamiflu®/ 
Eraflu®)

75mg 口服

一、A、B型流感病毒感染：
治療： 75 mg 口服，每天2次，持續 5 天(治

療5天後病情仍嚴重的患者可考慮延長
療程)

預防：75 mg，每天1次，持續7天
二、A型流感病毒感染：

治療： 75 mg口服，每天2次，持續5天，或
根據實際病況如肺炎，考慮更高劑量

（150 mg，每天2次）和更長的療程（最
多10天）

預防：75 mg，每天1次，持續7-10 天

噁心、嘔吐、頭痛

神經胺酸酶抑制劑
(Neuraminidase inhibitors)

Zanamivir 
(Relenza®) 5mg/次 吸入

A、B型流感病毒感染：
治療： 10 mg（2次5mg吸入），每天2次（間隔 

12小時），持續 5 天(如第1天服用2劑
時，至少間隔2小時)

預防： 10 mg（2次5mg吸入），每天1次，持續
7天

頭痛、咳嗽、鼻炎

Peramivir 
(Rapiacta®)

600mg/劑 注射

一、 流感(急性、無併發症) ：600 mg IV單劑量使
用

二、 流感(住院病人) ：600 mg IV或300 mg每天2
次，持續 5天

腹瀉

Favipiravir 
(Avigan®)

200mg 口服
第1天每次服用 1600mg，每天2次， 
第2至5天每次 600mg， 每天2次， 總投藥期間為5
天。

腹瀉、噁心、嘔吐
及高尿酸

RNA聚合酶抑制劑
 (RNA polymerase 
inhibitor)

Baloxavir 
marboxil 

(Xofluza®)

20mg
40mg

口服

治療：12歲以上或體重須超過40Kg
80 kg以下：40mg（2片20 mg） 單劑量使用
一次；80 kg以上：80mg（2片40 mg）單劑
量使用1次

預防： 80 kg以下：40mg（2片20 mg） 單劑量使用
1次；80 kg以上：80mg（2片40 mg）單劑量
使用1次

腹 瀉 、 噁 心 、 嘔
吐、支氣管炎、頭
痛

Cap依賴型病毒內切酶
抑制劑(Cap-dependent 
endonuclease inhibit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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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張立人

外觀描述

Mo l n u p i r av i r  (每

顆 200 mg)：橘色膠囊、

82、印有公司標誌

用途

抗病毒藥品，用來治

療輕中度新冠肺炎

用法 
1. 每 12小時一次，每次

服用 4粒，連續使用完

整五天，請務必依醫囑

按時服藥並完成療程。

2. 可隨餐或不隨餐服用。

3. 無法吞服且有用藥需求

之病人，可以考慮打開

膠囊加入 40毫升的水

中，混合攪拌 3分鐘，

配製成口服懸浮液後盡

快服用。

注意事項

1. 請儲存於 20-25ºC以下

乾燥的環境，遠離熱源

及避免陽光直射。

2. 本藥未核准 18歲以下

病人使用。

3. 若您有懷孕的可能，

於治療期間和使用最

後一劑藥品後 4天內應

採取可靠的避孕措施。

如果您和您的醫療照護

人員決定在懷孕期間

使用molnupiravir，應

討論在懷孕期間使用

molnupiravir的效益和

風險。

4. 若您正在餵哺母乳或有

哺乳的計畫，於治療期

間和使用最後一劑藥品

後 4天內不建議餵哺母

乳。

5. 若您為男性，在使用

molnupiravir期間與使

用最後一劑藥品後至少

3個月內應採取避孕措

施。

6. 若您有任何過敏史、患

有任何嚴重疾病或正在

使用任何藥品，請主動

告知醫師及藥師以評估

用藥合適性。

可能常見副作用及處理
方式

* 較常見的副作用為腹

瀉、噁心及暈眩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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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若您忘記服藥：

 從漏服藥品算起10小時

以內，請於想起時立即

服藥。

 從漏服藥品算起超過10

小時，請跳過漏服的劑

量，於下一個排定的時

間正常服藥，不可以服

用兩倍劑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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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Molnupiravir [仿單 ]. 默

沙東 ; 1110504版

* 公費COVID-19治療用口

服抗病毒藥物領用方案 ; 

1110510版

（本文作者為臺北榮民

總醫院藥學部臨床藥師 / 
臺灣大學藥學系臨床藥學

學士）

Molnupiravir Capsule

用藥指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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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台南記者黃大晉

藥師可以做中藥，那我是不是所有的中藥材都可以拿來做成

各種成品？

NO！藥師要做中藥，一定要先了解法規，才能避免違規違

法，才能省掉麻煩。

啥？藥師做中藥還有規定限制，那這樣不就綁手綁腳、不好

玩、不好做了嗎？

NO！目前公告「可同時提供食品使用之中藥

材」（約 37項）與「可供食品使用原料之中藥材」

（約 220項），這類的中藥材或草木本植物的材料就

高達百種以上，這足夠你用了吧？詳細資料可上中

醫藥司（https://dep.mohw.gov.tw/docmap/lp-754-108.

html） 或衛福部食藥署（https://consumer.fda.gov.tw/

Food/Material.aspx?nodeID=160）網站中查詢。

那麼多的材料素材應該相當足夠讓您來搭配運用，只是，若

非已公告的材料，尤其是中藥材，千萬不要使用。因為那些中藥

材還是以「藥品」來管理，若業者販售非清單內的中藥材（正面

表列），將會被依藥事法處 3萬到 200萬元罰緩，所以一定要詳查

可使用的品項。

另外，有些中藥材雖然公告可供食品使用原料，但在各品

項的備註中有但書，例如：人參、當歸，在備註中都有特別記載

「不得單一原料使用」，記得一定要做成複方的產品，您千萬不要

用單一的原料來做成「人參茶」，那樣就會變成是違規，這是要被

罰錢！另外也不要涉及中藥固有成方及其加減方。

另外一個要注意的是，這些公告可供食品使用原料之中藥

材，必須要注意「中文名稱」、「學名基原」、「使用部位」是否正

確一樣，千萬不能只看到一個名稱就認為有相同字串或類似名稱

的材料都可使用，那可能會誤觸紅線。

例如：公告可供食品使用原料的「美洲防風」，學名基原是

Pastinaca sativa L.，傳統中藥材「防風」，學名基原是Saposhnikovia 

divaricate（Turcz.）Schischk. ，兩者不同，「美洲防風」可供食品

原料，「防風」就歸屬藥品管理。

又如：公告可供食品使用原料的「杜仲葉」、「杜仲雄花」，

你千萬別因為有看到「杜仲」2字，就把歸屬藥品管理的傳統中

藥材「 杜仲 」

（乾燥樹皮）拿

來當作食品使

用，因為部位不

同。

因 此 ， 藥

師要放心來做中

藥的第一個步驟

就是要先了解法

規，知道哪些材

料可用、哪些中

藥材不可使用，

千萬不要搞錯，

這樣就能安心來

做中藥。

了解法規後就可以放心開始做中藥

全聯會中藥教學講座【藥來做中藥系列20-2】

↑食藥署網站「可供食品使用原料彙整一覽
表」查詢網頁中公告可用的「杜仲葉」、「杜
仲雄花」，因使用部位與歸屬藥品管理的
「杜仲」不同，千萬別搞錯了，以免受罰。

↑中醫藥司

↑衛福部 
食藥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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