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藥師週刊

退 件 請 退 回

板橋國慶郵局

【本刊訊】2023亞洲藥學年會
舉辦在即，其中預計會有800位國
外貴賓蒞臨鋒會，台北市作為台

灣的首都，在會議之餘，也有很

多景點、小吃、古蹟或博物館，

可以讓貴賓們前往遊歷，而便捷

的台北捷運交通網路，以其世界

聞名的整潔程度，成為我國的驕

傲，藥師公會已預計提供悠遊卡

給外賓搭乘捷運，以飽覽台北之

美。

台北市議員汪志冰於 5月 16
日與全聯會召開協調會，與市長

室、觀傳局、衛生局、捷運局以

及悠遊卡公司，開會討論相關贊

助問題。全聯會於3月16日已拜會
蔣萬安市長，並獲得蔣市長當場

允諾，針對交通部分，北市府會

全力相助藥師公會接待外賓，相

關景點接駁也會協助規畫，觀傳

局以及衛生局，日前也編列相關

預算，全力支持藥師公會在舉辦

國際鋒會上，在文宣以及相關專

案上，有一定的支持。

汪志冰強調，行銷台北就是

行銷台灣，台北市也要藉由相關

場合，借力使力進行城市行銷，

將台北之美、台灣之好讓外國貴

賓知道，也會緊盯各局處對藥師

公會的協助成效。悠遊卡公司也

將就亞洲藥學會製作特色卡片，

供與會人員使用，希望外國賓客

能多多使用，除了搭大台北地區

捷運暢通無阻外，也可以自行儲

值，在各

個悠遊卡

通路可以

做使用。

【本刊訊】軟便劑「氧化鎂」 從 2022年底就出現缺藥問題，除

缺工、缺原料等因素，外界還把

問題指向健保支付價格太低，使

得廠商不願供貨；而為解決缺藥

危機，健保署於 5月 15日宣布，
從 6月起調高「氧化鎂」等 3款藥
品價格，預估1年健保支出將增加
4,125萬元。

健保署 15日宣布，6月 1日起
氧化鎂健保支付價，從原本每粒

0.16元、提高為 0.32元，目前已
有6家藥廠同意供貨。健保署副署
長蔡淑鈴指出，在上次共擬會議

中共通過3件藥價給付，其中包含
氧化鎂（MgO）250mg、乙醯胺酚
（Acetaminophen）咀嚼錠 80mg、
多普利杜（Domperidone）止吐栓

劑 10mg，各調整至原本藥價的 1
至7倍不等，其中氧化鎂從原先的
每粒0.16元提高至0.32元；乙醯胺
酚從0.24元調至2元；多普利杜則
從5元調至10元。

藥師公會全聯會理事長黃

金舜接受媒體採訪時表示，氧化

鎂屬於指示藥物，本來就不該由

健保給付，應該回歸市場自由

機制，讓民眾到藥局去買就好，

健保財務吃緊，應將經費花在刀

口上，呼籲政府應將氧化鎂等所

有指示用藥回歸自費，例如有便

秘、腹瀉、頭痛等小病痛，由民

眾到藥局買藥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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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員汪志冰於5月16日與全聯會召開協調會，討論北市府支持舉辦2023亞洲藥學年會相關事宜。

↑理事長黃金舜接受媒體採訪時表示，氧化鎂屬於指示藥物，應該回
歸市場自由機制。

攜手北市府跨局處 支持2023FAPA年會
台北市議員汪志冰召開協調會

健
保
署6/1提高健保價 全聯會指示藥回歸自費

軟便劑氧化鎂停產缺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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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基隆記者陳巧慧

基隆市藥師公會於 4月 20日
舉辦第七屆第二次會員大會，因

疫情停辦兩年的會員大會在大家

殷殷期盼下終於再度舉辦，基隆

市長謝國樑在百忙之中特地蒞

臨，親自頒發感謝狀給在疫情期

間協助COVID-19擔任抗病毒藥核
心藥局日星藥局和禎宸藥局。

另外基隆長庚紀念醫院、基

隆礦工醫院、衛生福利部基隆醫

院、三軍總醫院基隆分院、基隆

市立醫院各藥劑科也都全力協助

COVID-19治療相關藥品調劑及防
疫政策推動，市長頒發感謝狀感

謝各醫院的抗疫有功。在確診者

送藥到府的部分，基隆市共有 23

間藥局積極配合政府參與此次送

藥到府的政策，全聯會理事長黃

金舜頒發感謝狀感謝藥師們無私

的付出。

晚會由理事長黃瓊瑜帶領理

監事以一曲《心花開》的舞蹈展開

序幕。今年有洪順義、徐瑞燕、

曾麗華、莊天德四位藥師獲頒在

基隆服務滿 30周年紀念獎；在子
女獎學金部分，大專院校組有 15
位、高中組 3位、國中組 3位，共
21優秀的同學符合申請資格。

感謝全聯會理事長黃金舜

及各縣市理事長和眾貴賓蒞臨指

導，在全體理監事的努力下，會

員大會圓滿成功。

◎文／桃園市記者郟威

五月是感恩的月份，桃園市

藥師公會於5月7日舉辦第3、4屆
理事長連任暨理監事交接典禮，

感謝疫情下努力奮鬥的藥師，更

感謝常年為公會辛苦奉獻的夥伴。

連任的第四屆理事長鄭志宏

致詞時提到，在COVID-19疫情
籠罩下的三年，不管是口罩實名

制、快篩實名制、送藥到府及抗

病毒藥的發放，對全體公會藥師

幹部都是前所未有的挑戰，唯透

過大家的團結努力，才能克服重

重的困難，再次感謝 2,600位會員
的支持。

行政院副院長鄭文燦肯定桃

園市藥師公會在推廣用藥安全知

識的努力，例如舉辦「神農小學

堂創意知識競賽」、「長者用藥安

全知識競賽」及「藥師好厝邊 -社
區照顧關懷據點用藥安全宣導與

諮詢系列講座」等活動，期望藥

師在未來長照的領域可以扮演更

重要的角色。

藥師公會特別製作榮退影

片，歡送堅守崗位 40餘年的總幹
事黃玉美，影片中呈現歷任理事

長（當天 9位理事長都出席與會）
及工作人員參與的各項宣導及大

型活動照片，這些相片代表大家

在用藥安全以及藥師形象的努力

貢獻，希望這份精神可以繼續傳

承下去。

◎文／台南記者 黃大晉

人間有情，藥師有愛，點點

小愛終會匯涓成大愛，大愛可以

照顧的層面將會更廣、更加弗遠

無所不在。

在市議員李啟維的媒合下，

台南市大愛藥局藥師陳慧怡和吳

富美女士共同捐出三輛新車給「流

浪動物愛護協會」、「朝興啟能中

心」、和多年來擔任學習障礙鑑

定總召學校的「崇明國中」，讓這

三輛新車來發揮大愛，照顧毛小

孩、照顧喜憨兒、照顧學習障礙

的特教班學生。

4月19日新車捐贈典禮上，朝
興基金會執行長、崇明國中校長

陳威介、流浪動物愛護協會都表

示，由衷感謝議員、大愛藥局與

吳富美在瞭解校方與啟能中心、

協會迫切的需求和困難點後，能

夠即時應允資源給予支持，受贈

單位也必會善用受贈車輛，發揮

最大效用於憨兒照顧及莘莘學子

身上，更感謝公益路上，時常有

很多善心人士願意無私奉獻，共

同推進社會福祉而繼續散播大愛。

朝興啟能中心是一家 24小時
全天候的照護機構，就如同憨兒們

的第二個家，目前收容有 56位大
齡憨兒，普遍多為單親、失親，以

及低收入戶家庭，龐大的照護費用

對中心來說，照顧上實屬不易，朝

興要照護的憨兒人數多，車輛數不

足，經常要分趟載送，大幅提高了

交通車的耗損率，老舊車輛的保養

維修費用亦成為一大經費負擔，因

此，一直苦於籌募服務交通車老舊

汰換之事。

同樣，在網路的社群中，陳

慧怡也經常看到熱心民眾PO出哪

個地方有流浪動物需要救援，台

南市流浪動物愛護協會和志工們

知道訊息，也都會趕忙騎著自己

的摩托車或開著自己的家用車前

往救援，為的就是要讓這些毛小

孩免受傷害或避免喪失生命，看

著那些志工如此辛苦，陳慧怡心

想：如果他們能有一輛專用的動保

專車來讓運送毛小孩，是否這些

毛小孩的照護或救援會更加方便

與完善？

捐車的念頭就一直在她的

腦海中盤旋，有了這樣的起心動

念，自然就會有善因緣的促成。

這項善行義舉獲得不少媒體

報導，陳慧怡說：「我很高興可以

用藥師的身分來為這個社會多做

一點公益事，這個社會需要多一

點愛。」台南市藥師公會理事長吳

振名和常務理事林冠良也受邀前

往觀禮，共同見證這起藥師做公

益的善行義舉。

↑桃園市藥師公會於5月7日舉辦第3、4屆理事長連任暨理監事交接
典禮。

↑台南市大愛藥局藥師陳慧怡（後排穿藥師白袍者）、吳富美女士共同
捐贈3輛新車給慈善機構、學校、動物流浪協會。

↑基隆市藥師公會於4月20日舉辦第七屆第二次會員大會。

基隆會員大會  
市長謝國樑親頒感謝狀

桃園公會交接典禮  
溫馨五月情誼長存

南市大愛藥局捐贈公務車 傳播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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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12 期  2023.05.22~05.28  第3版交  流

代理商疑惡意倒閉 公
會

高
市 呼籲公權力處理

剖析澎湖醫藥分業今昔

◎文／高雄記者張家馨

高雄老牌代理商慶安生技

公司疑捲款潛逃，高雄市藥師公

會、高雄市第一藥師公會、高雄

市藥劑生公會、新高雄藥劑生公

會等四大公會代表，與高雄市議

員李雅靜於5月16日一同召開記者
會說明，議員陳善慧也一同參與

表示關心。

慶安生技代理包括金十字胃腸

藥、張國周、撒隆巴斯、綠油精、

肌樂噴劑、克風邪等多項知名藥

品，疑似財務問題，在無法正常出

貨下，以藥品即將漲價為由，要求

下游藥局開立短期現金票，後續再

安排出貨，目前經各公會初步統計

受害藥局逾150家、回報受害金額
高達新台幣約五千萬元。

李雅靜痛批慶安生技非常可

惡，邱姓負責人神隱，公司也人去

樓空，更在無法出貨的情形下，向

藥局預收貨款，這很明顯是惡意行

為，而150多家受害者多是社區藥
局，一下承受上百萬的損失，將造

成藥局經營上極大的壓力。

高雄市藥師公會理事長張盈

棠指出，5月 8日陸續接到會員
反應聯絡不上慶安生技公司，而

向公會求助，便立即召開緊急理

監事會議與各幹部商討對策，也

請教律師研擬後續處理方式，並

協助會員進行損失盤點。張盈棠

表示，藥局與慶安生技的交易方

式，為預付款項的方式，由藥局

先開立支票付款再出貨，而受害

藥局開的支票，有很多將在 5月
底兌現，擔心若讓支票兌現，錢

將有去無回，藥財兩失。而出事

前，慶安以藥品要漲價為由，慫

恿藥局多買，可以先將貨品儲存

於公司倉庫，吸引藥局加簽新合

約，最後卻未出貨，造成受害藥

局財務困難及營運壓力，受害藥

局少則損失 1、2萬元，多則 300-
500萬元，不只高雄，台南、澎湖
都傳出有藥局受害。

高雄市衛生局回應，已前往

該公司稽查，但大門深鎖，負責

人也不知去向，經調查該公司販

售商品大都是成藥，並非處方用

藥，對醫療藥品供應暫無影響，

但考量受害藥局眾多，將持續與

藥師公會聯繫合作，以保障市民

健康及會員權益；由於負責人為

藥師，後續若有不當情事，將懲

戒及依藥事法第 92條，處 3萬元
以上、200萬元以下罰鍰，必要時
移送強制執行。高雄市刑大則指

出，全案為商業詐欺，警方已介

入偵辦，將盡快將負責人查緝到

案。

◎文／彰化縣記者李麗兒

藉著這次 5月 1日藥師週刊記
者教育訓練營，對離島澎湖的醫

藥分業有了更深的認識。

訓練營有兩大主題：一是了

解澎湖醫療現況；其次就是強化週

刊記者報導的專業能力。融合這兩

大主題，讓藥師能延伸了解具有特

殊地理條件的澎湖，如何在千辛萬

苦、篳路藍縷下奠定今天的基礎。

在澎湖縣衛生局長陳淑娟的

簡報中，澎湖轄區為 1市 5鄉，涵
蓋 90個島嶼，共 96村，多為一島
一村，離島多為無醫村，醫療資

源患寡也患不均，在種種不利的

條件下，能有今天 50%的處方釋
出率實屬不易。或許有人會問，

澎湖既為離島，為什麼在 92年 1
月 1日起也要實施醫藥分業，此
乃因馬公市屬縣轄市，依據行政

院衛生署公告之「西醫診所周圍

1.8公里路程內有健保特約藥局」

↑92年2月11日藥師公會全聯會針對澎湖醫藥分業事件舉辦記者會。

↑慶安代理商疑惡意倒閉，高雄市藥師公會、高雄市第一藥師公會等公會代表，與高雄市議員李雅靜於5
月16日一同召開記者會說明。

偏遠地區條件，所以馬公市必須

實施醫藥分業。在當時衛生署長

涂醒哲原有暫緩實施之議，引來

藥界強力反彈，幸賴當時藥政處

副處長余萬能居中折衝，卒能如

期實施。當此時全聯會發動省公
會、台北市、台中市和高雄市等

大型公會，動員藥師攜帶藥品前

往馬公市支援，有賴當時澎湖縣

政府、衛生局的支持，一天一記

者會，最後雖在人仰馬翻的情形

下，總算守住了灘頭堡，讓澎湖

的醫藥分業開始發芽茁壯。

誠如澎湖縣藥師公會理事長

陳福龍在致詞中所言，「這50%是
他辛苦喝出來的」，其中含有多

少的心酸，也透露出醫藥分業要

成功的關鍵絕對是藥醫藥合作。

雖然它擁有離島保障健保綜合點

值每點點值 1元的優勢，但是他
們當初選擇了分階段成長的漸進

式手段，減少了尖銳的衝突，也

獲得醫界的配合，才能從 9 2年
的 20%釋出率；94年 25%；95年
30%；100年 38%；103年 42%；

109年 46%；一直到 110年的 50%
釋出率實屬不易。

反觀本島當年不願意接受

分區分階段實施，導致門前藥局

林立，且大型醫院爭取處方箋回

流，最近又逢大型連鎖藥局挾其

資金、企劃、物流優勢，讓醫藥

分業更面臨為財團作嫁的窘境，

更令人不勝吁噓。

澎湖成功的另一重要因素是

雖屬醫療資源缺乏地區，但三家

醫院，只要政府立場明確，推動

起來應該更是事半功倍，在這裡

也要特別感謝三家醫院的藥劑部

門主任，他們擔任幕後推手真是

勞苦功高。

所謂禮失求諸野，一趟的澎

湖行，讓藥師學到很多原來認為

理所當然的事，必須把命運掌握

在自己手中，掌握契機贏得民眾

的信任，就像全聯會理事長黃金

舜提到的中醫總額、牙醫總額的

專案離島參訪案，如此藥師的前

途才會是一片光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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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藥師做朋友②：0~99歲的養生寶典
21道主題  63道藥膳食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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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國聯合會主編，中國醫藥大學

藥學院審訂，書籍預計將於六月

中出版。為優惠會員，藥師公會

《與藥師做朋友：0∼99歲養生寶典》新書預購開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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醇、抗鬱、銀髮顧腦和疫情的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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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用多媒體導入醫療專業及醫療教育 登場

◎文／藥師林伯盈、王佳玲

 112年度 3月份的臨床藥學會中區雙月會
於彰化秀傳紀念醫院登場。秀傳醫療體系營運

長陳秀珠表示，適逢秀傳五十週年院慶，舉辦

這場研討會，別具意義，期許未來除持續深耕

在地外，更運用多媒

體工具，讓藥師的影

響力無遠弗屆。

這場臨床雙月

會的主題是「網紅時

代 -運用多媒體導入
醫療專業及醫療教

育」，探討如何運用

多媒體手段來提升

藥師的專業能力以及

推廣藥學知識。秀傳

藥學部首席主任謝艷

玉表示，此次課程選

定涵蓋藥學教育、自

媒體經營、藥學生活

化，以多元化的模式

提升藥師專業能力。課程題目吸引人，線上線

下約250名藥師參加。
彰化基督教醫院藥學部副主任葉怡柔分享

「舉起教學魔杖，點燃學習火花」，介紹如何運

用新的教學方法來創造生動有趣的教學氛圍，

提高學員對藥學知識的興趣和學習動機，並分

享實際運用VR虛擬實境及教學情境遊戲化來
提升教學成效。

彰濱秀傳醫院藥學部副組長洪正憲分享

「如何運用自媒體讓更多人看到藥師的專業」，

講者經驗談起分如何透過社交媒體、部落格、

自媒體等方式，將藥學知識傳達給更多人，除

增加藥師在社會上的曝光度和影響力，分享藥

學知識的同時也能夠與民眾建立信任的關係。

壓軸是健康領域股份有限公司副院長羅文

佑帶來「生活駭客羅藥師，陪你藥學High生
活」，講者介紹如何將藥學知識與生活結合，

創造出新奇有趣的學習體驗。透過豐富的故事

分享及案例介紹，讓大家了解藥師廣泛的專

業，期許能以更多元的角度來照護病人。

這場繼續教育課程就像是一場盛宴為藥

師們提供豐富的學習體驗，講師涵蓋各個不同

領域，以自身經驗為出發點，帶來許多精彩的

分享。期許這樣的課程能提高藥師在藥學領域

的專業能力和社會影響力，讓學員都能滿載而

歸。

↑112年度3月的臨床藥學會中區雙月會於彰化秀傳紀念醫院登場。

◎文／高雄記者張家馨

高雄市藥師公會舉辦 112年「長青藥師橋
頭糖廠活力健走活動」，此次活動由長青藥師

委員會主辦，於 2月 12日在捷運橋頭糖廠站 2

↑高雄市藥師公會舉辦112年「長青藥師橋頭糖廠活力健走活動」。

高市長青藥師活力健走 寓教於樂 

號出口集合，特別準備活力早餐讓參與夥伴

享用，並請導覽員於健走途中植物導覽，不

僅強健體能、吸收大自然芬多精之餘，同時

也能自我充實。

健走當天晴空萬里，秋高氣爽，由長青

藥師委員會主委陳合發在早上集合完畢後，

帶領大家做健康操，為活動拉開序幕，隨後

跟著導覽員一同健走。高雄糖廠舊稱「橋仔

頭糖廠」，是臺灣第一座新式現代化機械式製

糖工廠，也是臺灣進入現代工業化時代高速

發展的代表性設施，創建至今已有120餘年歷
史，列為市定文化景觀。

高雄市藥師公會理事長張盈棠表示，目

前本會 3千餘名會員中，滿 65歲以上的資深
藥師，至111年10月增為599人，較去年多36
人，逐年遞增為必然趨勢，古有言「前人種

樹，後人乘涼」，有前輩的打拚，藥師才有現

今的地位，資深藥師是公會的珍貴資產，他

們的經驗與智慧皆值得傳承與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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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densed [kənˋdɛnst] milk 
 煉乳

shaved [ʃevd] ice  
刨冰

mango ice cream 
芒果冰淇淋

Mangos from Taiwan are famous worldwide. In Taiwan, people chop up mangos and place them on shaved ice, add 
mango ice cream, and top it all off with condensed milk to create a dessert known as shaved ice with mango.
台灣的芒果在國際上非常有名。在台灣，我們會把芒果切塊放在刨冰上，再加上芒果冰淇淋，淋上煉乳做成芒
果冰。

◎文╱藥師易玫伶

台灣在地美食介紹 – 芒果冰 Shaved Ice with Mango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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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則植物類

生藥釋名集解之討論（六）

3.沒藥（もつやく）：

沒藥的「沒」字，其來源於阿拉伯語「murr」的音譯，即
「苦味」的意思。沒藥又稱為myrrha，古代埃及在做屍體的保存
時，取出內臟後，加入沒藥當做防腐的目的，再乾燥做成木乃

伊。木乃伊一詞也來源於myrrha。9

沒藥的藥效類似乳香，具有散血、驅瘀血、抗炎症、止痛的

作用。寇宗奭說：「沒藥大體上可通滯血。血滯則氣壅瘀，氣壅瘀

則經絡滿急，經絡滿急時，則痛且腫。凡打撲、踠跌，都是傷到

經絡，氣血不行，則瘀壅並引起腫痛。」而李時珍也說：「乳香活

血，沒藥可以散血，二者皆可止痛、消腫、生肌。因此二者經常

相兼並用。」例如《瘍醫大全》的「海浮散」。以沒藥、乳香二藥

做成膏藥貼瘡瘍，可收傷口，並可促進肉芽形成。又，內服可治

損傷瘀痛。10其他配合有沒藥的生藥處方，例如有：沒藥乳香散

《御藥院方》、活絡丹《和劑局方》、沒藥散《博濟方》、沒藥散《宣

明論》、沒藥散《眼科龍木論》、沒藥丸《太平聖惠方》。10（在日本

幾個大都市，曾經看過地區名有叫做「御藥院」、「藥院」。）

4.厚朴（こうぼく）：

載於《本草綱目》卷三十五，木之二，喬木類。11 ⑴於厚朴的
〔釋名〕：烈朴《日華》、赤朴《別錄》、厚皮《別錄》、重皮《廣雅》、

樹名榛《別錄》、子名逐折《別錄》。①〔時珍曰〕：「其木質朴而皮

厚，味辛烈而色紫赤，故有厚朴、烈、赤諸名。」②〔頌曰〕：「《廣

雅》謂之重皮，方書或作厚皮也。」⑵於厚朴的〔集解〕：①〔別錄

曰〕：「厚朴生交趾、冤句。三月、九月、十月採皮，陰乾。」②

〔弘景曰〕：「今出建平、宜都。極厚、肉紫色為好，殼薄而白者

不佳。俗方多用，道家不須也。」③〔頌曰〕：「今洛陽、陝西、江

淮、湖南、蜀川山谷中往往有之，而以梓州、龍州者為上。木高

三、四丈，徑一、二尺。春生葉如槲葉，四季不凋。紅花而青實。

皮極鱗皺而厚，紫色多潤者佳，薄而白者不堪。」④〔宗奭曰〕：

「今伊陽縣及商州亦有，但薄而色淡，不如梓州者厚而紫色有油。」

⑤〔時珍曰〕：「朴樹膚白，肉紫，葉如檞葉。五月、六月開細花，

結實如冬青子，生青熟赤，有核。七、八月採之，味甘美。」11

現在對厚朴的〔釋名〕、〔集解〕做討論：

⑴ 〔釋名〕，《日華子》稱本品叫做烈朴。《名醫別錄》叫赤朴、
厚皮。《廣雅》叫重皮。《名醫別錄》說樹叫做榛，子叫做逐折。①

李時珍說：「因它的木材質樸而皮厚，味道辛香而強烈，藥材顏色

紫赤，所以有厚朴、烈朴、赤朴等各種名稱。」②蘇頌說：「《廣雅》

叫它重皮，方書中有叫做厚皮的。」⑵〔集解〕：①〔名醫別錄說〕：

「厚朴生交趾、冤句。」交趾為現今的越南北部，冤句在現今的山

東荷澤縣西南。②〔陶弘景說〕：「現產於建平、宜都，以皮極厚、

肉質為紫色的品質為好，皮薄、肉質白色的不好。」

參考文獻：

9 《原色和漢藥圖鑑（下）》：難波恒雄著。日本大阪保育社株式會
社發行。下冊，第200頁∼第201頁。

10 《原色和漢藥圖鑑（下）》：難波恒雄著。日本大阪保育社株式會
社發行。下冊，第202頁∼第204頁。

11 《本草綱目》：明‧李時珍著。中國醫藥研究所出版（台北市）。
第1134頁。

（待續）

（本文作者為日本私立第一藥科大學藥學士、日本國立九州大學藥

學博士。藥師、教授、研究所所長退休。）

◎ 文╱藥師林大楨

◎ 文╱邱予芹

病人問： 我目前懷孕中，最近腰痠背痛，家人有
止痛藥Ultracet®，我可以吃嗎？

藥師答： U l t r a c e t ®  t a b  為含  t r a m a d o l  和 
acetaminophen 兩種成份的複方藥品。
Acetaminophen 短期使用對於孕婦是安
全的選擇，但 tramadol 於懷孕期間使
用之安全性尚未確立。懷孕期間長期使

用 Ultracet®，可能導致新生兒鴉片類藥
物戒斷症狀，特別在懷孕的最後三個月

會增加此風險，建議就醫諮詢醫師服藥

之必要性。

藥師該知道的事：

本案例孕婦因腰痠背痛欲使用 Ult race t ® 
t a b，其為一錠內含  t r a m a d o l  3 7 . 5  m g  + 
a c e t am i nophe n  3 2 5  mg  的複方製劑，其中 
acetaminophen短期使用對於孕婦是安全的選
擇，但另一成份 tramadol 屬於弱效鴉片類止痛
藥品且會穿過胎盤，懷孕期間的使用安全性尚

未確立，若在懷孕時長期使用，可能導致新生

兒鴉片類藥物戒斷症狀，因此不建議孕婦服用 
Ultracet®。懷孕或哺乳婦女如果因病情需要欲使
用止痛藥，請務必先請教醫師意見，避免自行服

用成藥；如果懷孕過程服用止痛藥，也請務必告

知您的產檢醫師。

註： 本文NSAIDs 指 acetaminophen 以外的非類
固醇類消炎止痛藥，且不包含低劑量 aspirin
（定義為每日 81-325 mg aspirin）。

參考資料：

1. Product information: Ultracet   tab, Tramadol+ 
Acetaminophen tab, Johnson & Johnson, 2017

2. Li DK, et al. Use of nonsteroidal antiin�ammatory 
drugs during pregnancy and the risk of miscarriage. 
Am J Obstet Gynecol.  2018;219:275.e1-275.e8.

3. U l t r a c e t .  L e x i c omp  O n l i n e ,  L e x i - D r u g s 
Multinational, Hudson, Ohio: UpToDate, Inc.; 
Accessed Mar 05, 2021.

4. Lockwood, CJ. Prenatal care: Patient education, 
health promotion, and safety of commonly used 
drugs. In: UpToDate, Post, TW（Ed), UpToDate, 
Waltham, MA, 2021.

（全文完）

（本文作者為臺北榮民總醫院藥學部藥師 /
臺灣大學藥學所碩士）

懷孕期間如何選擇止痛藥（下）

《習藥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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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院護動玩桌遊 安心收退藥

◎文／藥師邱暐傑、項怡平

醫院住院藥局送去病房的藥品，若是病人

未使用或是醫生更改處方，就會產生不須使用

的藥品，會再次退回藥局；然而一些已開封、

已使用的藥品在藥局端是不接受的退藥，病房

單位會依據藥品性質對應到不同的回收桶做丟

棄。

不回收的退藥有許多需檢查之細節，對病

房人員來說不論是經驗不足或現場工作繁雜，

都有可能造成不當的退藥退回藥局，如已稀釋

泡製的針劑、該冷藏卻未冷藏、已使用的藥水

或胰島素筆針、使用過的吸入劑等，若因疏忽

再裝回藥盒退回藥局，這些看似外觀完整卻無

法再次使用的藥品，若藥局端沒有好好的再次

把關，很有可能重複使用，影響病人用藥安全。

藥局肩負起檢查退藥攔阻的重要關卡，

如果在病房護理端就開始源頭把關，更能做好

安全退藥防護網。因此如何讓護理師能簡單快

速、清楚明白退藥處理方式是藥局端、護理端

及醫事端三方的共識要訣。

義大醫院藥劑部設計既輕便又不插電的圖

卡互動桌遊遊戲，取代傳統教室講課，是適合

在空間有限加上單位人員忙碌竄動的護理站運

用，人員不僅可隨時進入遊戲教學中，講師也

能就地開講。桌遊以心臟病遊戲互動式帶入，

提升學員專注力，增添遊戲的趣味刺激性。收

集常見疏失的退藥原因設計圖卡，利用實際案

例，以骰子決定不同情境、用圖卡配對正確流

程，將複雜的文字流程轉化為圖卡記憶，加深

人員的印象。

藉由遊戲教學達到「秒懂」成效，以趣味

活潑互動教學，拉近藥師與護理師的距離，矯

正不正確的退藥行為，以達病人用藥安全。

（本文作者為義大醫院藥師）
↑醫院藥劑部藉由遊戲教學，矯正不正確的退藥行為，以達病人用藥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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