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藥師週刊

退 件 請 退 回

新 莊 郵 局

【本刊訊】中央疫情指揮中心

於8月25日宣布，9月1日起65歲

以上（1957年以上含）長者可持健

保卡，至全國4,600多個販售抗原

快篩之健保特約藥局及衛生所，

每人可領取 1盒 5劑，預計發出

2,000萬劑，約400萬人受惠。

因近期 B A . 5變異株疫情再

起，快篩試劑買氣提升。根據健

保署統計，8月 9日至 15日售出

與領用共 187,666份，8月 16日至

22日售出與領用共 272,597份，

8月 23日至 29日售出以及領用共

326,364份，領用人數明顯上升。

歸納目前藥局販售與發放快

篩試劑的類別，除了原定一般民

眾自費購買的第五輪快篩，1,000

元 2盒 10劑外，還有 0到 6歲孩

童第三輪快篩試劑以及 65歲以上

長者第一輪的免費領用的快篩試

劑，各社區健保藥局也提早訂貨

做準備，自 8月 25日至 9月 7日區

間訂貨之快篩均會提前2個工作天

送達，每日訂貨上限為2箱，有販

售實名制快篩試劑的藥局需要特

別留意，為避免排隊亂象，敬請

各藥局規畫排隊動線以及公告販

售時間。

發送 65歲以上免費快篩試劑

第一天，就有長者提前七點半就

來到藥局排隊，因疫情確診數每

日還是三萬例以上，藥局營業前

還是有不少民眾前來，但排隊人

潮 20分鐘內就消去，相關系統也

順暢。藥師公會全聯會發言人黃

彥儒表示，從購買人數逐週增加

的狀態，就能發現確診人數又提

升了，部分民眾也是幫確診家人

購買，有之前快篩試劑實名制的

經驗後，各地藥局排隊情形以及

販售狀況也趨於穩定，有相關需

求都可以至社區藥局詢問。

至於醫院端，規定再放寬，

原本住院患者跟陪病家屬入院前

2天要先 PCR篩檢，9月 1日起可

入院當天家用快篩即可；緊急住

院者，於入住病房當日進行公費

核酸檢驗或抗原快篩（含家用快

篩）；但探病者為「完成疫苗追加

劑接種達14天（含）以上」或「確

定病例符合解除隔離條件，且距

發病日或採檢陽性日15天（含）以

上至3個月內」，得免除篩檢。

【本刊訊】「恭喜您符合條件，

可提領防疫補貼，複製連結到瀏覽

器打開⋯」，不知道您有沒有收到

類似相關的簡訊呢？現在已經有許

多民眾收到類似簡訊，大家要當心

這其實是詐騙！

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於 8月

25日表示，近期流傳之不明訊息，

透過簡訊、郵件、Apple之 iMessage

及Line發送，以「【衛生福利部】恭

喜您符合條件，可提領防疫補貼，

複製鏈結到瀏覽器領取」等相關詞

彙誤導民眾，並假冒衛生福利部名

義製作假網頁，誘導民眾提供身分

證影本、輸入個資、銀行帳戶等。

指揮官王必勝提醒民眾，官方

正確網址應為 .gov.tw，不會在 gov

前冠上其他英文或數字，如果發現

這類情形，連結可能是假的、是釣

魚網站。另外，民眾若關閉蘋果裝

置專用免費訊息 iMessage，也可防

堵接收到相關詐騙訊息。點選設定

→訊息→關閉 iMessage。

重點
推薦

台中市新藥師公會
會徽設計徵選開跑!

糖尿病照護量能課程
提升基層藥師專業技能

疫苗主題館
疫苗也是藥嗎?2版 4版 5版

藥局提早訂貨確保供貨充足
9/1起 開放65歲以上免費領用快篩試劑

指揮中心：千萬不要點連結!
小心詐騙 !  防疫補貼簡訊是詐騙

↑ 防疫補貼簡訊是詐騙，指揮
中心表示，千萬不要點連
結！

主旨： 本會第十五屆帶職常務
由理事長任命如下，
以襄助理事長策劃督
導各組推動業務。

1. 蕭彰銘常務理事，任業務常務。
2. 趙瑞平常務理事，任會計常務。
3. 范景章常務理事，任總務常務。
4. 蕭輔元常務理事，任藥師週刊
社長。

5. 廖玲巧常務理事，任藥學雜誌
發行人。

藥師公會全聯會 公告
公告日期：2022.09.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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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年台灣在宅醫療學會年會 高雄盛大舉辦
◎文╱藥師張家馨

台灣已進入高齡社會，預計

2025年將邁入超高齡社會，然而

年紀、住宅與交通對於行動不便

的老年人相當不利，外出看病成

為一項艱難的任務。在日本，醫

師到家裡替患者看病的行為稱「在

宅醫療」，其目的是支援患者在家

生活的醫療或健康照護的手段，

在台灣也被稱為「居家醫療」。

為推廣在宅醫療與居家照護

理念，2017年四月「台灣在宅醫

療學會」成立，學會成員來自全台

從事醫療相關工作的人員，以及

居家服務員、社工員，到社福、

公衛界的學者等，每年在全台各

地舉辦年度大會。今年度年會於 8

月20、21日在蓮潭會館舉行，8月

20日下午特別舉辦「回家」電影

賞析活動，透過影片了解日本在

宅醫療型態，進行跨領域座談與

分組討論，比較各職別於疫情中

與疫情後台灣在宅醫療與居家長

期照護服務狀況。

高雄市藥師公會藥事照護

委員會主委黃芬民於會中分享

「COVID-19疫情期間」，藥師經歷

口罩實名制、快篩試劑實名制，

直到四月中開始送藥到府，不僅

表示開啟在宅醫療的啟動，更能

再次讓社區民眾認識藥師的功能；

另外過去社區藥師主要在社區藥

局提供藥物調劑、確認患者正確

使用藥品及其他常備指示藥與成

藥的販售，在宅醫療的領域裡，

藥師相對於其他職別加入很慢，

有了藥師專業的加入，相信民眾

回家的路能更順暢。

今年度移師至高雄市，由社

團法人台灣在宅醫療學會、高雄市

政府衛生局、社團法人高雄市居

家長期照護發展協會主辦，主題為 

「大船入港 厝邊ㄟ照顧」，結合海

港及南部人文風情文化，邀請官產

學菁英，於失智症及社區醫療及照

顧議題，進行精彩學術交流。此刻

全國因COVID -19疫情襲擊，更能

凸顯在宅醫療的重要性。

在地老化，以社區為基礎的

整合式照顧服務，已是長照政策

趨勢，期望未來在宅醫療能減輕

超高齡社會的負擔，減少醫療保

險的給付，成為超高齡社會沈重

醫療負擔的新解方。

台中市新藥師公會 會徽設計徵選開跑!
◎文╱台中記者楊雅婷

台中市新藥師公會8月中公告

舉辦「會徽設計」徵選活動，投稿

時間為9月1日至10月31日。理事

長謝永宏希望增進會員向心力，

增加會員參與公會事務機會，並

藉此聯繫會員感情，徵求創作者

設計具「展現台中當地文化涵養」

的標誌作為會徽。

目前尚有其他公會以當地景

點、建築物當作題材，或以英文

縮寫融入設計，深具各地公會獨

特風格。

除此之外，近期台中市新藥

師公會亦成立了能容納五千人之

官版社群，可即時的訊息傳遞及

公會活動通知。

本次徵選活動除了讓本會會

員親自參與會徽比賽外，評選方

式為公會專業代表（60%）及官方

社群會員（40%）予以投票選拔，

凡是台中市新藥師公會的有效會

員，加入公會社群即具有投票權

利，且票選活動結束後，也會自

投票的會員中抽出幸運兒贈予禮

品。

會徽設計得獎者包含第一

名至第三名、最佳人氣獎及佳作

等，將致贈獎牌和獎金，並安排

於2023年會員代表大會頒獎。

獨居長者拿藥不「南」 投縣藥師送藥到府熊安心
◎文╱南投縣記者詹薰儀

南投縣 65歲以上人口比率高

達19.7%，將邁入超高齡社會，長

者人口比例急速上升，其中獨居

長者約2,700位，占65歲以上人口

數3%。

多數長者患有多重慢性疾

病，長者常因行動不便，就醫取

藥不易而停藥，且以獨居長者情

形更為嚴重，獨居長者也因缺乏

家人關心，比起其他長者更容易

服藥錯誤。

近年來，南投縣政府衛生局

與南投縣藥師公會攜手合作，整

合社區藥局資源啟動「藥事服務計

畫」。今年特別針對南投縣獨居長

者提供送藥到府及專業的藥事服

務，以解決南投縣交通不便及獨

居者用藥需求。

筆者實地走訪參與計畫的水

里鄉杏仁藥局，與藥師林江泉一

同到獨居長者家中執行送藥到府

及提供用藥諮詢服務，林江泉表

示，翁伯伯因慢性病連續處方箋

遲遲未領取，致電關心才知道翁

伯伯的孩子都到外縣市工作，無

法看顧長輩用藥。又因翁伯伯已

經高齡 92歲，也無法獨自出門領

藥，藥也都快吃完了，所以就決

定直接幫他把藥送到家。

因為這場疫情的關係，社區

藥局藥師從實名制口罩、快篩試

劑到執行送藥到府服務，讓民眾

一次次看見藥師，也讓藥師一步

步走入家戶。南投縣政府衛生局

局長陳南松表示，為感謝本縣社

區藥師在疫情期間，不畏辛勞，

願意走出藥局進入社區，關懷獨

居長者並提供專業的藥事服務，

本局提供本縣社區藥局快篩試劑

共 2,400劑，表達對全體社區藥局

藥師情「疫」相挺的感謝。

↑台灣在宅醫療學會年會於8月20、21日在高雄盛大舉辦。

↑南投縣政府衛生局與南投縣藥師公會攜手合作，今年特別針對
獨居長者提供送藥到府及專業的藥事服務，以解決南投縣交通
不便及獨居者用藥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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愛心贈書活動 嘉惠癌友

新北市用藥安全講座 宣導教材有3版本

◎文╱台中記者黃 媜 
臺中市藥師公會於 8月 19日

舉辦《就是藥盡一份力》愛心贈書

「對話－大郭醫師的癌症診間微光

故事」給癌友，以教育課程推廣公

益活動，超過二百位癌友受惠。

臺中市藥師公會診所藥師委

員會每個月都會舉辦「學術研討

會」。8月的主題：「癌末患者放射

醫療照護與溝通」，與會藥師捐出

該日餐費，響應「台灣漢和國際精

準放射醫療協會」贈書給癌末患

者，協助患者與家屬走過抗癌之路。

本次研討會主講者邀請協

會理事長、也是本次贈書的作者

郭于誠醫師，他表示，此書分享

跟病患的互動，引導其他病人面

對及接受癌症，接受不完美的自

己，造就更完整的人生；讓病人覺

得自己不是累贅，也讓逝去的患

者用另一種方式在每個人的心中

活下來。郭于誠在課堂間娓娓道

出作為放射治療醫師最初至今的

心路歷程變化、與自己的人生對

話，並勉勵大家遠離不當飲食、

環境、習慣以遠離癌症，希望傳

承理念讓更多人收益。

診所藥師委員會主委許建

華致力於豐富公會會員的人文素

養，此次課程結合公益，讓藥師

心靈更富有，也帶著滿滿的專業

倫理2學分，踏上愉快的歸途。

◎文╱新北市記者呂品儀

隨著科技的進步與 3C產品的

普遍化，民眾獲得健康照護的資

訊更容易。但民眾對於正確用藥

知識的分辨能力並未相對提升，

無法有效判斷其資訊來源的正確

性，導致不正確用藥行為而影響

健康。因此新北市藥師公會配合

新北市政府衛生局舉辦「111年度

新北市用藥安全推廣講座」，藉由

藥師專業的協助與宣導提供正確

和即時資訊，讓民眾了解正確用

藥觀念、提升自我健康與照護的

品質，保障民眾用藥安全。

凡是新北市藥師公會會員，

於 108-110年曾執行過用藥安全宣

導場次計畫、曾參加 110年實體 /

線上用藥安全宣導培訓或參與本

會 111年 5月 14日辦理招募說明

會的藥師，就具有宣導講師的資

格，可執行計畫案。

因應不同族群的個別需求，

用藥安全宣導教材分為三種版

本。銀髮族群強調在藥物廣告、

正確辨識藥物及非藥物產品、勿

相信誇大不實廣告、三同藥物等；

一般民眾則強化正確用藥五大核

心能力、中藥用藥安全、鎮靜安眠

藥、慢性病用藥等政策宣導；學

生族群強調毒品、電子菸危害宣

導。共同主題則是用藥安全五大核

心能力，能力一：說清楚。清楚表

達自己的身體狀況；能力二：對明

白。看清楚藥品標示；能力三：用

正確。清楚用藥時間與方法；能力

四：愛自己。做身體的主人；能力

五：做朋友。與醫師藥師做朋友。

期待透過150場的用藥宣導，

能夠讓藥師走出執業場所，分享

專業知識為新北市民的健康共同

努力，創造「健康百分百、人生才

精彩」雙贏境界。

藥師發揮創意 民眾秒懂服藥
◎文╱台中記者黃寶珠

就在今年4月底左右，因應疫

情嚴峻，藥師開始執行居家安心

照護計畫「藥師送藥到府」服務。

由於短期間確診人數急速爆

增，又新冠抗病毒藥物能有效減

低重症及死亡率。為讓高風險個

案盡快領到藥品並盡速服藥，中

央滾動式修正，5月中旬開始在

全國 1千多家藥局配送抗病毒藥

Paxlovid，社區藥局藥師開始抗病

毒藥的衛教人生。

不管送藥到府亦或親友到藥

局領藥，確診者居隔大部分是有

家人照顧或陪伴，但總會遇到較

弱勢民眾，如獨居長者、如兩老

夫妻一起住等，隨時有不同狀況

考驗藥師。

透過雲端藥歷知道個案的用

藥及檢查數據，遇到 eGFR介於30

∼ 60ml/min需減低藥量時，拿起

畫筆，發揮簡單繪圖創意並加以

彩色，配合 Paxlovid原本的設計

加以修飾，並給予色彩區分，讓

弱勢獨居及無親人照護的長者個

案，秒懂如何服藥。再以簡單順

口令「不可咬碎、不可磨粉、直

接配水吞下、連續吃 5天」，長者

在電話那端會說「知影、知影、

知影喔」，藥師才能放心。

自COVID-19疫情以來，藥

師經歷了口罩、疫苗、缺藥、快

篩、送藥到府，確實讓社區健保

藥局忙翻了，而藥師在公衛防疫

這條路上，永不缺席。

↑新北市藥師公會配合新北市衛生局舉辦「111年度新北市用藥安全
推廣講座」，藉由藥師的專業提供民眾正確資訊，以確保民眾用藥
安全。

→因應疫情嚴峻，針對Paxlovid
用藥衛教，藥師發揮創意繪圖
上色，民眾秒懂抗病毒藥。

台中市
藥師公會

← 臺中市藥師
公會於 8 月
1 9 日 在 會
館舉辦《就
是藥盡一份
力》愛心贈
書給癌友的
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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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國批准 莫德納首款Omicron二價新冠疫苗

糖尿病照護量能課程
提升基層藥師專業技能
◎文╱藥師劉俊良

衛福部國民健康署委託台灣基層

糖尿病學會於 8月 21日舉辦「推動基

層診所參與糖尿病健康促進機構」之

糖尿病照護量能提升進階課程。

課程內容主要為胰島素介紹及使

用時機、注射胰島素的心理障礙及操

作技巧，另外還有血糖監測的操作技

巧與方法介紹等精彩實用內容。

根據此次上課內容，基層診所與

社區藥局藥師給予糖尿病患者衛教與

提醒為下：

使用胰島素前應先洗淨雙手並

檢視胰島素液是否為澄清和無結晶物

質，外觀是否完整，然後用酒精棉片

消毒筆針與針頭連接處，再以轉入方

式裝上針頭。若為混合型胰島素，每

次注射前應輕輕上下翻轉或將注射筆

夾於手掌間滾動，將藥物充分混合均

勻。

若為第一次使用此胰島素筆，

應先設定為 2單位將針頭向上方式輕

彈試管和按壓按鈕，直至一滴胰島素

液出現，以確保排氣和是否可正常注

射。注射時應將針頭用垂直90度的方

式注入已消毒的皮膚內，再壓下按鈕

到底並停留 10~15秒以確保使用劑量

注射完畢。也要提醒患者為避免造成

脂肪增生或萎縮應系統性輪替注射部

位。最後使用過的針頭也要用不易穿

透的廢棄容器收集，切勿隨意丟棄。

對於全新未開封的胰島素應置於

冰箱冷藏（2~8℃），如果是要保存使

用中的胰島素則是要避免溫度過高或

過低的環境，因這樣會破壞胰島素的

藥性。

在血糖監測部分，教導患者正確

選購血糖機，認明核可證照和看清楚

說明，監測前洗淨雙手並擦乾，選擇

指尖側邊皮膚採檢並用乾棉球壓住採

血部位，並適時輪替部位採血。可提

醒患者在監測前先準備好用物，如採

血筆、針，試紙和血糖機等以確保順

利完成操作提高血糖監測準確率。

台灣患有糖尿病的人口眾多，

同時糖尿病也是高居國人十大死因之

一，此外近期又因新冠肺炎疫情的影

響，糖尿病患者也是高風險族群之

一，因此對於糖尿病的治療與照護衛

教更應格外重視。這次透過台灣基層

糖尿病學會舉辦課程分享，交流相關

糖尿病照護心得及知識，提升患者醫

療照護品質，與增強普及台灣基層糖

尿病照護醫療量能。

◎文╱藥師黃永成

英國藥物及保健產品管理局

（Medicines and Healthcare Products 

Regulatory Agency，簡稱MHRA）

於 8月 1 5日批准美國藥廠莫德

納（Moderna）開發的二價新冠疫

苗上市。針對原始野生型（wild-

type）病毒株及Omicron（BA.1）

變異株可提供保護力，成為首款

Omicron獲得批准的新冠疫苗。

M o d e r n a的二價疫苗針對

兩種冠狀病毒株，一半劑量可

對抗原始野生型，另一半可預

防Omicron亞型變異株BA.1，這

是去年冬天引發新Covid感染的

omicron早期變異株。目前在世界

各地廣泛使用的疫苗，是根據中

國武漢出現的原始野生型病毒株

所開發的。

M H R A表示，在一項臨床

試驗數據顯示，Moderna二價疫

苗的加強劑可引發針對 omicron 

BA.1和原始野生型病毒株的強烈

免疫反應。另一項探索式資料分

析（exploratory analysis），此款升

級版的二價疫苗還對目前最新的

Omicron亞型變異株BA.4和BA.5

產生良好的免疫反應。目前BA.4

及BA.5變異株已成為許多國家的

主要流行病毒株。

英國計畫在秋季為 50歲以上

及免疫系統較弱的族群進行另一

輪加強注射，以加強對弱勢族群

中對新型流行變種病毒的保護。

MHRA表示，英國疫苗接種和免

疫聯合委員會（Joint Committee on 

Vaccination and Immunisation）未

來將就如何推出二價疫苗的施打

提供建議。

參考資料： 

https://www.bloomberg.com/

news/articles/2022-08-15/uk-takes-

world-s-first-step-toward-omicron-

tailored-covid-shot

（本文作者為台大醫院雲林分院

藥劑部藥師）

● 2022年FAPA亞洲藥學會將於馬來西亞吉隆坡舉行，原定論文
投稿截稿日期為8月15日，已延長至9月15日。為鼓勵更多藥
師參與國際會議，本會投稿補助截止日亦延至9月15日。

 請各位藥師把握投稿、申請補助時間，謝謝 !
 本會補助辦法：
 https://dpm.taiwan-pharma.org.tw/article/3629/

藥師公會全聯會 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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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minoglycoside
仿單加註警語

疫苗也是藥嗎?淺談疫苗相關的法規
◎文╱藥師李懿軒

疫苗，對很多人來說可能熟

悉，可能陌生。通常人的一生當

中打最多疫苗的時候，不是在年

幼懵懂無知時，就是步入老年階

段了。但您知道嗎？疫苗其實也

是一種藥品。

按照台灣藥事法的規定，疫

苗算是「生物藥品」的一種。大家

比較耳熟能詳的生物藥品還有像

是單株抗體、干擾素、蛇毒血清

等。有別於一般大家吃的藥，疫

苗的原料來源並不是簡單的化學

合成物質，而是依照微生物學、

免疫學學理，將活菌、病毒或寄

生蟲做減毒處理，或是將生物有

機體去活化、純化免疫原、將細

胞設計成帶有免疫原等，甚至可

以是上述多種技術的混和物。

「砰！這麼多複雜的東西，可

以摻在一起做成疫苗嗎？」事實

上，疫苗在上市時要做的定性、

定量與品質管制可是馬虎不得。

因為涉及細胞、生物有機體等物

質，在定量分析上需要將結果用

實際的數據表示，而不能用一般

常用的「合格」與「不合格」去做

區分。去檢驗疫苗活性、物理化

學特性的方法更有十幾種，為的

就是希望生產出安全又有效疫苗。

不僅如此，為了讓疫苗活性

物保持一定的安定性，以免太快

失效，或是避免在運送、倉儲的

時候難以保存，選擇疫苗的賦形

劑也是相當重要的！但問題又來

了，疫苗是需要透過皮下、肌肉

注射進入人體的，要怎麼樣設計

才能避免對人體的刺激或是產生

過敏反應，又有許多物質不能加

入。這加加減減中間，也可以說

是疫苗技術核心中的一環。

身為藥品的疫苗，當然也

是需要經過臨床試驗才能上市。

但有些時候，為了預防突發而來

的疾病，主管機關針對可以免除

臨床試驗的疫苗，公告品項以及

免除條件。無論如何，疫苗仍須

要遵守查驗登記審查辦法，來取

得正式的藥物許可證字號，或經

由主管機關緊急授權的許可證字

號，才能供給國人使用。

雖然是藥品，但疫苗接種的

藥害並不屬於藥害救濟基金所救

濟的範圍，屬於傳染病防治法授

權設立的「預防接種受害救濟基

金」所保障的範圍。有疑似因為接

種疫苗導致的嚴重不良反應，經

過專家的審議認定後，可以給予

一定程度的救濟給付。

疫苗不只是藥品，還是很

特殊的藥品。在醫療體系中，透

過醫師、藥師、護理師及其他專

業人員的相互協力合作，才能共

同將有品質的疫苗提供給社會大

眾。面對一些病毒或細菌，才能

讓身體超前部署，贏在最前線！

疫苗主題館疫苗主題館

【本刊訊】食品藥物管理署

於 8月 22日發布新聞稿表示，英

國醫藥品管理局（MHRA）發布

具粒線體基因突變之病人使用

aminoglycoside類藥品，可能導致

耳毒性風險增加的安全警訊。

食藥署彙整國內外資料，重

新評估aminoglycoside類藥品的臨

床效益及風險，於藥品安全評估

諮議小組討論，決定該類注射、

口服及耳部給藥劑型藥品中文仿

單之「警語及注意事項」及「副

作用 /不良反應」等段落加刊「具

粒線體基因突變病人與耳毒性

風險」及「耳毒性」之相關安全

性資訊，並統一修訂該類耳部給

藥劑型藥品之「禁忌症」為「對

本產品所含成分過敏之病人」及

「鼓膜穿孔之病人」。

於 111年 8月 22日公告再評

估結果，要求上述藥品的許可證

持有商應於112年4月30日前完成

中文仿單變更，逾期未完成者將

廢止其許可證。

食 藥 署 提 醒 醫 師 處 方

aminoglycoside類藥品予疑似具

粒線體基因突變的病人時，應考

量其治療的必要性或是否具其他

替代療法，並建議於用藥期間持

續監測病人腎臟、肝臟及聽力功

能、藥品血中濃度及相關生化數

值，以降低不良反應風險（包括

耳毒性）。

藥師需提醒民眾，若使用

aminoglycoside類藥品期間出現

任何耳朵不適之症狀及癥兆，例

如：耳鳴、聽力下降或聽力發生

任何變化等，請立即告知醫療人

員或尋求醫療協助。

食藥署提醒，因使用藥品導

致不良反應發生時，請立即通報

全國藥物不良反應通

報中心，網站： http://

adr.fda.gov.tw/ 。

食
藥
署
公
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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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台南記者黃大晉

當藥膳包的藥材都

調配好了後，要包裝藥膳

包，就需先知道食品包裝

的規範，在食品安全衛生

管理法施行細則第 20條

有特別定義出「散裝食

品」：本法第二十五條第

一項所稱「散裝食品」。

「散裝食品」：指陳

列販售時無包裝，或有包

裝而有下列情形之一者：

1.不具啟封辨識性、不具

延長保存期限、非密封、

非以擴大販賣範圍為目

的。

「包裝食品」：係指

經固定密封、可長時間保

存、具擴大銷售範圍之有

容器或外包裝者。

因此，藥膳包要包裝

成非密封的「散裝食品」

或是包裝成有固定密封的

「包裝食品」，兩者所規

範的標示項目格式就有差

別，特別是做成完全密封

的「包裝食品」就需要有

「營養標示」。 

目前食品營養標示

除了需標出   「熱量， 蛋

白質含量， 脂肪、飽和脂

肪 (或飽和脂肪酸 )、反

式脂肪 (或反式脂肪酸 )

含量， 碳水化合物、糖含

量， 鈉含量」這些固定項

目的內容；另可就  「每

一份量 (或每一份、每

份 )○公克 (或毫升 )、本

包裝 (含 )○份。」或「每

份 (或每一份量、每一

份 )」、「每100公克 (或毫

升 )」或「每份 (或每一份

量、每一份 )」、「每日參

考值百分比。」兩種標示

格式擇一文字記載說明給

消費者明瞭。

如果藥師手做的藥膳

包只是選擇用夾鍊立袋裝

著，未完全密封，就視同

未密封的「散裝食品」，

若是將夾鏈立袋用封口機

加熱封住來待售，那就

變成完全密封的「包裝食

品」，就需加貼「營養標

示」。

對於初學做「可供食

品使用原料之中藥材」相

關衍生品的藥師來說，選

擇未密封的「散裝食品」

包裝應該是較容易入門

的，等這些產品販售到一

定程度或想要擴大販賣範

圍，這時，就可再進階變

成固定密封、可長時間保

存的「包裝食品」較容易

擴大販賣範圍與通路，其

包裝標示一樣需符合包裝

食品的規範才行。

切記，「散裝食品」

與「包裝食品」最大的差

別在於：「有沒有『固定

密封』住？」

藥膳包裝 法規學問大

全聯會中藥教學講座【藥來做中藥系列20-8】

←藥師手做的藥膳
包若只是選擇用
夾鍊立袋裝著，
未完全密封，就
視 同 未 密 封 的
「散裝食品」；若
是將夾鏈袋用封
口機加熱封住來
待售，那就變成
「包裝食品」，就
需加貼「營養標
示」。（照片由：
人和藥局孫麗珍
藥師提供）

◎ 文╱呂宛靜

用途

GLP-1受體促進劑。用於第

二型糖尿病血糖控制及預防重大

心血管事件。

用法 
*準備步驟：
1. 將注射筆從冰箱取出。

2. 使用前請先將雙手洗淨並擦乾。

3. 先檢查品名，確認是要注射的

藥品。

用藥步驟

一、 套上針頭（每次注射一定要
使用新的針頭）：1.打開筆

蓋，以酒精棉片消毒橡皮

頭。2 .  撕開針頭保護膜。

3. 將針頭筆直地旋入筆中並

鎖緊。4. 取下針頭外蓋及內

蓋，保留外蓋、丟棄內蓋。

二、 排空（每次使用新的注射筆
前需排空）：1. 旋轉劑量設定

鈕，使排空標示線和指示線

對齊。2. 將針頭朝上、輕敲

筆身數次，使氣泡集中至頂

端。3. 保持針頭朝上，將按

鈕按到底，至劑量指示窗歸

零，與指示線對齊，檢查藥

液是否流出，若無排出，則

應重覆排氣步驟直到排出藥

液為止。

三、 設定劑量：旋轉劑量設定鈕
至所需注射的劑量，可以前

後轉動調整至正確劑量，請

注意不要壓到按鈕，以免藥

液流出。

四、 施打：1. 選擇肚臍以外的腹

部、上臂、大腿輪替施打。

2. 以酒精棉片採環狀消毒注

射部位。3. 請依照醫療人員

的指導方法注射，將針頭插

入皮膚。4. 壓住按鈕，直到

劑量指示窗刻度為零，且與

指示線對齊。5. 針頭需持續

於皮下停留至少六秒後拔

出針頭。6. 針頭外蓋置於桌

上，用針頭導入針頭外蓋，

避免用手直接套入外蓋而針

扎。7. 旋轉移除針頭，將針

頭丟棄於醫療回收桶。8. 套

回筆蓋。

注意事項

1. 未開封的  Vic toza®應貯存於

2-8℃冰箱冷藏（勿冷凍）。

2. 第一次注射後，Victoza®可置

於15-30℃之下，保存30天。

3. 可用沾有中性清潔劑的布清潔

注射筆外緣，勿整枝筆浸泡、

清洗會破壞注射筆。

4. 每日皮下注射一次。如果忘記

注射，則每日一次療程應在下

一次預計的時間繼續。請勿額

外投予或是增加劑量來補足錯

過的注射。

可能常見副作用及處理方式

* 較常見副作用為噁心、嘔吐、

腹瀉、便秘、食慾差、注射部

位不適、疲憊感；若發生下列

罕見但較嚴重的副作用，請盡

快就醫：嚴重過敏反應（嚴重

出疹或癢、口咽腫脹、呼吸困

難等）、腎功能惡化、暈眩或

昏厥、心悸、低血糖症狀、黃

疸、膽結石或膽囊炎、胰臟炎

症狀（持續嚴重腹痛，可能延

伸到背痛，或伴隨嘔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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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參考資料

*  胰妥善 [ 仿單 ] [ 使用說明 ] . 

B a g s v æ r d ,  D e n m a r k :  N o v o 

Nordisk; 2017

* Lexicomp Online, Lexi-Drugs 

Multinational Online, Hudson, 

Ohio: Wolters Kluwer Clinical Drug 

Information, Inc.; 2022. Accessed 

March 4, 2022.

* Micromedex® (electronic version). 

Tr u v e n  H e a l t h  A n a l y t i c s , 

Greenwood Village, Colorado, 

USA. Available at: http://www.

m i c ro m e d e x s o l u t i o n s . co m / . 

Accessed March 4, 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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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Victoza® (Liraglutide) 胰妥善 ®

注射筆用藥指導

《用藥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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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台中記者易玫伶

8月14日一大早，在大肚山萬

里長城步道，充滿活力的健行活動

開始了！

此次登山健行活動由台中市

新藥師公會舉辦，感謝診所藥師委

員會及公關聯誼委員會一同策劃成

行，也感謝當日監事王威堃主持活

動與參與幹部成員的努力協助，讓

大家有如此棒的活動可以參與。更

特別感謝立法院副院長蔡其昌於百

忙之中到場致意。

此次健行，藥師與眷屬們參與

踴躍。大家一起把握夏季最後的蟬

鳴，一起在蓊鬱的樹林中漫步。大

肚山萬里長城步道坐落於大肚山台

地，步道蜿蜒而上有如萬里長城。

台中市新藥師公會藥師會員與幹部

們的情感就如同綿延不絕的步道，

在互相扶持的道路上一同前行，一

同克服難關，一同進步。期待下次

的健康戶外活動再相見！

台中市新藥師公會
大肚萬里長城步道行

◎文╱台中記者易玫伶

8月14日一大早，在大肚山萬

里長城步道，充滿活力的健行活動

開始了。

此次登山健行活動由台中市

新藥師公會舉辦，感謝診所藥師委

員會及公關聯誼委員會一同策劃成

行，也感謝當日監事王威堃主持活

動與參與幹部成員的努力協助，讓

大家有如此棒的活動可以參與。更

特別感謝立法院副院長蔡其昌於百

忙之中到場致意。

此次健行，藥師與眷屬們參

與踴躍。大家一起把握夏季最後的

蟬鳴，一起在蓊鬱的樹林中漫步。

大肚山萬里長城步道坐落於大肚

山台地，步道蜿蜒而上有如萬里長

城。台中市新藥師公會藥師會員與

幹部們的情感就如同綿延不絕的

步道，在互相扶持的道路上一同前

行，一同克服難關，一同進步。期

待下次的健康戶外活動再相見！

↑台中市新藥師公會於8月14日舉辦大肚萬里長城登山健行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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