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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用藥安全資訊

I.1. Nicardipine 靜脈注射劑型限高血壓急症
2013/10/25 歐洲藥物管理局(EMA)發布 Nicardipine 靜脈注射劑型之使用
建議：建議該成分靜脈注射劑型藥品應僅適用於治療急性、危及生命的
高血壓，以及術後高血壓之控制，不建議用於其他適應症；並建議該藥
品僅可由專業人員以靜脈持續輸注方式給予，並應密切監控病人的血
壓。於成人，應以 3-5 mg/h 的起始速率持續輸注，必要時給藥速率可再
提高，但不可超過 15 mg/h，一旦達到目標血壓，劑量應逐漸減低。使用
於特殊族群，包括有肝臟、腎臟問題的病人或孩童，應以較低劑量謹慎
使用。
本院品項：樂吉平注射液 1 毫克/毫升(Zedipine)；〝培力〞尼卡平靜脈注
射液 1 毫克/毫升(Nicarpine)；培爾吉平注射液１毫克/毫升(Perdipine)
參考資料：
1. European Medicines Agency gives recommendations on the use of
intravenous nicardipine [2013/10/25]
2. Nicardipine 成分藥品安全資訊風險溝通表 [2013/12/30]
I.2. 兒童選用 Codeine 止痛宜慎思
近期國外研究指出：含 codeine 成分用於止痛相關適應症藥品，如使用於
兒童或 CYP2D6 快速藥物代謝者，可能有發生罕見但危及生命甚至死亡
之風險，經衛福部彙集國內、外相關資料及臨床相關文獻報告進行整體
性評估，其中文仿單應加刊下列內容：
1.「禁忌」
：「兒童扁桃腺及腺樣體切除術後止痛、已知 CYP2D6 快速藥
物代謝者(ultra-rapid metabolisers)及哺乳婦女」
。
2.「用法用量」：
「本品用於兒童，僅限臨床效益大於風險時使用」
參考資料：公告含 codeine 成分用於止痛相關適應症藥品之安全性及療效
再評估結果

[2013/12/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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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3. 短效型β-agonists 對孕婦和胎兒具嚴重心血管風險
歐 盟 EMA 發 布 有 關 fenoterol, hexoprenaline, isoxsuprine, ritodrine,
salbutamol, terbutaline 等 6 項成分之短效型β-agonists 藥品療效及安全性
再評估結果，認為該等藥品應用於產科相關適應症時，其心血管之風險
大於效益，尤其是於長時間的使用下(超過 48 小時)，故建議限縮其使用。
1. 口服與栓劑劑型藥品：經評估其風險高於其效益，故歐盟 EMA 建議不
應再用於產科相關適應症，如:預防早產或緩解子宮過度收縮。
2. 注射劑型：於特定適應症下之效益仍高於其心血管風險，故歐盟 EMA
限用於可於密切監控下短時間(不超過 48 小時)用於孕期第 22 至 37 週
期間預防早產、體外頭位轉移術(external cephalic version)及緊急或特殊
情況。
參考資料：短效型β-agonists 類藥品安全資訊風險溝通表 [2013/12/17]
公告用於產科相關適應症之短效型β-agonists 類藥品之臨床效益與風險
再評估相關事宜 [2013/12/13]

本主題節錄自衛生署發布之用藥安全資訊，以提醒本院同仁用藥時留
意。當醫療人員或病患疑似因為使用(服用)藥品導致不良反應發生時，
請立即於"線上藥物不良反應通報系統"通報，本院藥物不良反應相關訊
息請參考藥劑部網頁。

II. 醫藥焦點新聞
II.1. 實證醫學創意競賽 藥師綻放光彩
2013 年 11 月 20 日臺北醫學大學實證醫學研究中心舉辦徵文比賽，得獎
名單公告於 iDOH 實證醫學知識網。
「全國考科藍電子資料庫創意學習影
片比賽：拍下與分享在 Wiley 的學習經歷」由高雄榮總毛志民藥師獨得
台灣地區金獎(影片網址)，將代表台灣參加亞太區競賽；
「全國實證醫學
宣導創意海報競賽」則由衛生福利部屏東醫院江吉文主任藥師獲金獎(得
獎作品網址)，郭孟璇藥師等人分獲銅獎及佳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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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國實證醫學宣導創意海報競賽得獎藥師名單
獎項

得獎藥師

服務單位

金獎

江吉文

衛生福利部屏東醫院

銅獎

毛志民

高雄榮民總醫院

郭孟璇

大林慈濟醫院

吳幸眉

奇美醫院

林威宇

金門醫院

花逸茗

奇美醫院

佳作

※轉載自藥師週刊電子報第 1848 期
II.2. 健保用藥上雲端

用藥品質再進化

2013 年 12 月 9 日，中央健康保險署於台北市公務人力發展中心福華國際
文教會館前瞻廳舉辦「運用雲端科技提升用藥品質發表會」
，邀請 3 家已
使用健保雲端藥歷系統醫院及 7 家已實施院內用藥品質管理之醫院進行
經驗分享，韓國健保公團亦派 6 位中高階主管來台觀摩。
上午由高雄長庚、奇美及花蓮慈濟醫院代表介紹院內整合健保雲端藥歷
系統運用。下午則先由台大、林口長庚及彰化基督教醫院代表分享用藥
庫存及臨床決策支援系統、藥物食物交互作用及 QR code 在病人用藥資
訊的應用、多重慢性病用藥整合照護、門診抗生素使用管控作業及慢性
疾病藥事照護之個人化藥物評估及計畫工具；接著由彰濱秀傳、成大、
高雄榮總及台北馬偕醫院代表報告中西藥間、中藥間及藥品與食物間之
交互作用比對、過敏藥物檢核警示機制、抗生素線上評估適當性和用量
管控系統。
彰濱秀傳醫院藥劑科主任許斐凱指出電腦提示後，西藥與西藥交互作用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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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處方減少了 14%，每人每次減少 1085 元的不必要藥費。相信諸如這些
運用雲端科技成效顯示足可提升用藥品質，讓民眾用藥更安全，又省下
藥費支出，透過此次分享交流及推廣，未來效益會更大。
參考資料：
1. 中央健康保險署。健保署舉辦運用雲端科技提升用藥品質發表會。
[2013/12/09]
2. 中央社。健保雲端系統 掌握病人用藥。[2013/12/09]
3. 邱俊吉。提高用藥安全

醫院開發用藥管理系統。蘋果日報。

[2013/12/09]
4. 邱宜君。電子藥歷提示 減少中西藥交互作用。自由時報。[2013/12/10]
※轉載自藥師週刊電子報第 1849 期

II.3. 病人安全名詞定義部分更新
12 月 4 日財團法人醫院評鑑暨醫療品質策進會(醫策會)公布重新彙整「國
際病人安全名詞及定義」，值得重視病人安全的藥師們注意。
醫策會經彙整相關文獻，更新少部分病安相關定義，如新增「顯性失誤」
、
修訂「隱性失誤」
、補充「風險管理」及「根本原因分析」定義(如附件所
示)，您可視需要，於「公告 2013 年「病人安全名詞定義」」(網址) 自行
下載完整內容供參考。
附件、2013 年「病人安全名詞定義」更新部份
一、顯性失誤(active error, active failure)
係指「第一線」係指「第一線」人員因不安全的行為，所導致的錯誤或
違規。其錯誤是立即顯現發生的，通常與不良結果有直接相關性。
二、隱性失誤（latent error, latent failure）
發生在設計、機構、訓練、與維修保養的錯誤，其結果導致操作者出錯，
一般而言該錯誤的影響通常會潛藏在系統中很長的一段時間。
三、風險管理（risk management）
係指醫院採取必要的措施來預防及降低病人的意外或傷害事件，來達到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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降低醫院因此所造成的財務損失或威脅。風險管理區分預防性(proactive)
或矯正性(reactive)。預防性是避免或預防危險性。矯正性是針對不良或不
好事件的損失或危險性予以極小化。
四、根本原因分析（root cause analysis）
是一種結構化的方法，用於分析嚴重不良事件(包含發生或可能發生的警
訊事件)。主要著重於系統和流程，而不是個體行為。在分析過程中，藉
由臨床過程中在組織流程和系統的常見(共同)因素，找出在這些過程或系
統中潛在改進之具體因素。最終目的是為了防止將來的危害，消除潛在
的失誤。
參考資料：「公告 2013 年「病人安全名詞定義」」[2013/12/4]
轉載自藥師週刊電子報第 1849 期

II.4. 年度代表字 串成警世詩
近一個月的年度代表字票選出爐，連年都具代表性地呈現所有台灣人民
共同的感受；今年打從名人推薦候選字時，與食安問題有關的字就超過
名單所列的三成以上，有廿字之多。
再從名列前茅的代表字觀之，假、黑、毒、亂、謊、悶、混、真、醒、
安食，看似十個字中就有七個字存在負面意義，但是第十名由安、食並
列，足顯民以食為天，確保食品安全(食安)，民眾才能安心地大快朵頤(安
食)。
從今年度食安問題的角度思考，可以巧妙地善用中文字縱橫、串連今年
度代表字成：
「假唬弄謊言擬真，黑心商悶棍擊醒，毒念矇混寢難安，亂
撥正返享良食。」
，誠如遠東集團代表、SOGO 百貨董事長黃晴雯所示「民
眾要覺『醒』
、主事者要警『醒』」
，痛下決心「真」醒，撥亂反正，方能
如民所願：「食得安心、安享良食」
。
※ 轉載自聯合報民意論壇。2013/12/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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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5. 「針」有一套－首台針劑分藥機、力佐藥師展專業
2013 年 11 月 19 日，於國軍高雄總醫院左營分院藥師與台、日工程師們
多年的努力下，全國第一組「全自動針劑分藥機」正式上線；12 月 13 日
中午吸引多家媒體參訪。
早在建國百年時，在該院院長重視病人用藥安全並大力支持下，該院藥
劑科呂春輝總藥師與日本原廠 YUYAMA 公司多次洽商設備採購事宜，
YUYAMA 公司感念國人對日本 311 地震的援助，願將千萬身價的原廠組
配，以低於市價提供，該院便於當年編列預算於今年執行公開招標且順
利決標。
11 月初，勘察驗收場地及確定交機驗收程序後，11 月 18 日由 4 位日本
和台灣 3 位工程師協力安裝、測試，次日起便整合機器與該院醫療資訊
系統即時連線作業，24 小時無間斷地將所有門、急、住患者所需使用的
針劑，在一小時內處理 300 張處方箋並正確調配零失誤，粗估這組可容
納 240 種針劑的機器能夠分攤五位藥師的雜務，尤其是住院批次作業，
約莫半小時內便可完成調配，讓藥師們有較充裕的時間，針對評估處方、
確實覆核及用藥指導等專業藥事服務，可以做得更好。
日籍工程師表示該公司會依據各醫院的需求，實地評估已做好最適切的
整配；儘管全機組是保固一年，於上線調整完備後的三個月、六個月及
一年後都會再來台檢視機器運作狀況；此外，台灣工程師亦已經出國接
受完善訓練，有能力可以排除可能故障的狀況。
誠如該院院長吳文智所示：
「落實正確給藥程序、查核」及「運用資訊提
升用藥安全等」是病安工作重要的執行策略。藥劑科主任吳乃群也表示，
許多醫院早已引進錠劑自動包藥機來減少藥品調配的失誤，但針劑還是
得靠藥師人工找藥，每逢調劑尖峰時段，藥師的負荷異常沉重，而引進
全自動針劑分藥機則不再受外界干擾、也不會疲勞，依據設定即可按部
就班地正確配藥，讓民眾用藥安全的保障更完善。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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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器導入藥物調配作業在日本已累積數十年經驗，此組針劑自動分藥劑
在台成功的落地生根，融入在地作業流程，「零錯誤」也讓民眾更放心，
對藥師的信賴更多。
參考資料：
1. 國軍高雄總醫院左營分院媒體採訪記者手冊。[2013/12/13]
2. 周昇煒。左營分院引進全自動分藥裝備

強化軍民用藥安全。軍聞

社。[2013/12/14]
3. 蔡容喬。針劑自動分藥機 1 台抵 5 藥師。聯合報。[2013/12/18]
轉載自藥師週刊電子報第 1850 期
II.6. 結合圖文部落客 推動新住民用藥安全
2013 年 12 月 14 日台灣藥學會年會暨學術研討會於國防醫學院舉行，下
午進行各分組邀請演講及口頭報告議程，其中 D 組－「臨床藥學、藥品
行銷(健保政策)暨製藥產業組」與執業藥師的關係最為密切，在五位藥師
們接連完成限時 15 分鐘，各具特色的口頭報告及答覆評審老師提問後，
由亞東紀念醫院王怡茹藥師以「結合圖文部落客共同推廣新住民安全用
藥模式」專題獲得第一。
王藥師等人鑒於新移民礙於家庭因素、擔任看護工作不能請假等原因，
經常無法參加醫療教育課程；因此，參考現行新移民補校課程內容，以
大量生活圖片搭配簡單中文，讓新住民快速了解台灣生活及須具備的知
識模式，確認主題及閱讀對象，利用過去民眾參加課程後的回饋意見，
把所關心或疑惑的用藥議題，以敘事方式編寫內容，與圖文部落客合作，
校對與確認圖和文的正確性，設計老人及幼兒照護兩本中文手冊完稿
後，再請外文翻譯成泰文、印尼文、越南文及英文等四國語言版本。
王藥師表示因為中文譯泰文在字數上差異大，泰文又無標點符號，增加
往返校稿時間；目前，新北市衛生局已將「正確用藥手冊－寶貝照顧篇」
中文版置於該局網頁右側「健康手冊專區」（網址），可供需要者自行下
載，外文版本仍正校稿中，預計年底前上網。
※ 轉載自藥師週刊電子報第 1851 期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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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7. 藥師長期奉獻 彰化表揚發光
2013 年 12 月 12 日舉辦「慶祝建縣 290 年系列活動-彰化縣醫療奉獻獎」
表揚活動，柯毓彬和謝來旺兩位藥師與 32 位醫療界菁英同享這榮耀的時
刻，守護民眾健康之犧牲奉獻精神，實為藥師之光。
彰化今年建縣 290 年，為了感謝醫護人員的付出，縣府舉辦醫療奉獻獎，
獎項分為醫療服務、公共衛生、預防保健、防疫、位教學研究、特殊貢
獻等 6 類，獲獎者有 26 位醫師、3 位護理師、1 位助產人員、1 位營養師、
2 位藥師及 1 位醫事檢驗師，從獲 97 位推薦的醫護人員中，最後選出 34
位得獎者。
雖然，柯毓彬和謝來旺藥師獲獎組別有所不同，分別為「公共衛生組」
和「防疫組」
；但是，兩人先後都曾任彰化縣藥師公會理事長，數十年來
在該縣熱心付出、甘願奉獻，在學校、社團、或深入社區從事一場次又
一場次安全用藥、菸害防治和反毒宣導等公益活動。
柯藥師擔任關懷廣播電台『關懷心藥師情』節目製作人，已製播長達 19
年，民國 88 年榮獲行政院新聞局評定為「優良社教節目」並頒發「社會
建設獎」乙座；且擔任該縣毒品危害防治中心「反毒宣導團」講師，10
年來積極推動藥物濫用防治與宣導，串聯藥局共同建立「防毒保衛站」，
主動關懷並提供青少年反毒諮詢；推動過期藥品回收，為環境保護盡份
心力。
謝藥師支持衛生局「愛滋減害計畫」
，執行回收針具跟清潔針具發放、愛
滋病宣導、病患之轉介等活動達 8 年之久，到歐巴尼基金會做傳染病宣
導教育，並參加衛生局防治流感大流行全民教育訓練社區講師訓練，也
鼓勵藥師參加肺結核防治計畫說明會，開辦傳染病諮詢站師資培訓課
程，讓開業藥師具專業知識，配合傳染病衛教民眾。
「人間有愛，藥師有情」是柯藥師在「關懷心藥師情」節目的開頭語，
感性地表示：
「只覺得受之於社會諸多關懷，就應該回饋更多；母校大仁
科技大學的校訓是「力學行仁」黃創辦人生前的諄諄告誡，他總算勉強
逹陣了，希望這個醫療奉獻獎能告慰他老人家在天之靈。」
8

意見回饋信箱

忠厚老實、兢兢業業為社區民眾服務 37 年的謝藥師也曾是藥師週刊記
者，他表示：
「肩上擔子很沉重，然服務熱誠永不熄滅，別人的注重是自
己的光榮；別人的督促，是自己前進的原動力。」對社區民眾持續數十
年來的用藥教育與指導，自我期許能善盡棉薄之力。
對身為晚輩的藥師們而言，前輩們長年努力所獲得的榮耀，除了是對前
輩們的肯定，更是我輩藥師學習的表率。
參考資料：
1. 彰化縣醫療奉獻獎紀念專刊。2013。
2. 蔡玉女。彰化縣醫療奉獻獎獎座發表。彰化縣衛生局。[2013/12/04]
3. 江良誠。奉獻醫療 彰縣表揚 34 人。聯合報。[2014/12/13]
※轉載自藥師週刊電子報第 1851 期
III.

藥學部大事紀

日期

事項

103/01/06

資訊室已將 carbamazepine 之畫面更改為需先執行 HLAB
1502 檢測才能開立。自 102/12/17 日起，若有病人就診且
有執行此項檢查，將自動寫入病人健保卡。且自 103/01/06
起，無論檢測結果為陰或陽性，將自動帶入病患過敏記錄。

103/01/

正式運用創新教學評量模式：以 IRS 即時反饋系統
(Interactive Response System，簡稱 IRS)取代傳統的紙筆測
驗，輔以數位學習平台課程為補強機制。

IV.

藥師藝文園地

IV.1.1. 2014 馬年祝詩
馬年祝詩－高雄榮總
高仰策馬業展新
雄謀略到興達年
榮耀慶功萬事吉
總懷愛成滿豐瑞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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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馬年祝詩－藥師週刊
馬奔騰藥業常新
如逢善師長照年
游勤禮週萬事吉
龍聞登刊績達瑞
***************
國醫中心 源遠流長 2014 賀歲藏頭詩
國軍策馬護家源
醫褒舉首丘情遠
中強優是德厚流
心禮高瞻百世長
說明：服從是國軍的天命，服從領袖領導亦是國醫人所持；因此，以「馬
首是瞻」為藏頭直句，所思所想都是如何照護民眾；國醫人雖然出眾卻
不忘本，其中醫術強優者更是德行厚實，心中有禮、眼光遠大，百世流
長。
褒然舉首：褒然：出眾的樣子；舉：推舉；首：第一。指人的才能超出
同輩。
首丘之情：首丘：頭向著狐穴所在的土丘。傳說狐狸將死時，頭必朝向
出生的山丘。比喻不忘本。也比喻暮年思念故鄉。
馬年祝詩－自期篇
馬力全開喜迎新
壯游書海筆耕年
人眾勝天陽朝春
強本節用兒孫福
IV.1.2. 高醫大校慶 Slogan 設計競賽作品
Slogan：「啟後承先樂耳聰，川流不息學目明。」
說明：本 Slogan 設計創意源於本校的創立者－陳啟川與杜聰明兩位先
生。回顧本校歷史可見，不論是啟川董事長的「樂善好學」的作為，抑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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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是聰明院長的「樂學至上、研究第一」的治校理念，都值得全體高醫
師生學習與傳承，其中「樂學」二字，更是兩位先生所共同交集的意志；
因此，善用中文字橫書直寫之妙，把兩位先生的大名與「樂學」
，蘊藏於
今年校慶 Slogan 中，期許本校師生承先啟後，好好地把高醫典範傳承下
去，精業勤學如川流不息，研究創新，身體健康、巧思聰慧地明辨篤行。
※「高雄醫學大學 60 週年」校慶 Slogan 設計競賽作品
IV.1.3. 從《TAO 台灣學術線上》解籤詩
日前在左營啟明堂求得中吉的第九十三籤：
「春來雨水太連綿，入夏晴乾
雨又愆，節氣質交三伏始，喜逢滂沛足田園。」籤頭故事是高宗得傅說，
上頭還有「聖意」及「東坡解」
，看著身旁信徒們輪番虔誠地擲茭、求籤，
便興起從《TAO 台灣學術線上》從學術角度探究籤詩的念頭。
從《TAO 台灣學術線上》檢索欄上輸入「籤詩」
，查詢範圍點選本庫(含
期刊、專書)及國圖博碩士論文，查詢模式點選「精準」
，排序方式選擇「出
版日期由新至舊」
，就可以如意地找到三篇合適的文章：臺灣寺廟之籤詩
特色、蘇東坡
與籤詩千年
因緣及高雄
地區關帝廟
籤詩之研究
－以《關帝百
首籤詩》為中
心這三篇今
年(2013)佳
作(如圖)。
巧的是左營
啟明堂恰好是高雄地區信仰關聖帝君重要的廟宇之一，在台灣百年以上
大廟通行的籤詩版本中，以《關帝百首籤詩》最為盛行；這是因為鄭成
功、清朝部隊到台灣帶入關聖帝君的信仰，移民入台而普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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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帝百首籤詩》出現於南宋，最初只有文句，並無解籤，到了明代才
加入「解曰」和「聖意」
；籤詩文中包含中國傳統儒、釋、道三教合一的
思想及生活智慧，對處於生活逆境、心態悲觀的求籤者最能獲得啟發，
從而鼓動得籤者積極正面、樂觀轉念處理困境的態度。
四句籤詩文雖通俗質樸，但對於求籤者往往暗藏隱晦玄奧的神諭，使得
解籤人須依賴智慧經驗的累積及按「八卦」、
「姓名」、
「卦頭」、
「籤詩」、
「解曰」的解籤手法來解答求籤者疑惑。但現今解籤時「限於文史知識，
求籤者對自身生辰時間的忽略及解籤人的經驗不足，多從「籤詩文」
、
「籤
解」直譯神諭，是求籤者探求神諭的最重要依據。
每一首《關帝百首籤詩》搭配一至二則取材出處涵蓋史事、小說、傳說、
戲曲等的籤頭故事，能使抽到籤詩的人，學習從故事主角的遭遇情境中，
映射到自己的現實處境，領略人生智慧及處世指引。
臺灣寺廟「藏字籤」之籤詩，無論是將生肖、廿八星宿嵌於首句，或是
把數十首籤詩的首字可連成文的特色最吸引我，除了增加籤詩的神奇
性，展現創作者的詩作才華，更呈現與眾不同的獨特性。
從蘇東坡與籤詩千年因緣文中，因為蘇軾生前命運困頓苦悶求解惑的際
遇，至今仍普遍存用於廟中的關帝聖君百首籤詩有東坡解，每首四言八
句，到元、明成了籤解典故範例，清代還轉成了扶鸞中的坡仙，可見籤
詩對生命影響力，具有空間的廣度及時間深度，縱貫時空教化信眾，引
導民眾面對生命的轉折。
從《TAO 台灣學術線上》查得的這三篇與籤詩文獻，可以快速及深入地
理解籤詩的歷史緣由及對民眾的深刻影響、滿足好奇。
※ 參加 2013TAO 徵文比賽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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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 民眾教育藥文
V.1. 新年大掃除 藥往哪裡丟?
熱鬧非凡、一生一世(2013~2014)的跨年夜後，民眾已開始整理家中物品，
像是長輩長期服用、孩童用藥或是居家常備藥物，都應仔細檢視外觀有
無完整、變色變質或超過效期；針對這些廢棄藥物，您可以參照食品藥
物管理署「正確廢棄舊藥處理原則」
，一般藥品可以與家庭垃圾共同以包
裝密封後，隨垃圾車丟棄，再以高溫焚化方式處理。
有關處理家中廢棄藥品之簡單六個步驟，分別為：
（一）將剩餘的藥水倒入夾鏈袋中。
（二）將藥水罐用水沖一下，沖過藥水罐的水也要倒入夾鏈袋中。
（三）將剩餘的藥丸從包裝（如鋁箔包裝、藥袋等）中取出，全部藥丸
集中在夾鏈袋裡。
（四）把泡過的茶葉、咖啡渣或用過的擦手紙，把他們和藥水藥丸混在
一起。
（五）將夾鏈袋密封起來，就可以隨一般垃圾清除。
（六）乾淨的藥袋和藥水罐，依垃圾分類回收。
食品藥物管理署也建置宣導影片「家庭廢棄藥品六步驟」，置於網址
https://consumer.fda.gov.tw/Video/List.aspx?nodeID=501，歡迎下載。網址
路徑為「食品藥物管理署消費者知識服務網」的便民服務>多媒體專區>
用藥安全。
不過，大多數治療惡性腫瘤及具免疫調節功能的藥品由於具有基因性毒
性，如：硫唑嘌呤(azathioprine)、苯丁酸氮芥(chlorambucil)、環磷醯胺
(cyclophosphamide)、環孢靈素(ciclosporin)、氮芥苯丙胺酸(melphalan)等
應由醫療院所回收，依醫療廢棄物處理；此外，諸如患者攜回自行使用
的注射劑，注射完後的空針及針頭；嗎啡類、吩坦尼貼布等管制藥品，
也請善用本院門診藥局提供的藥品回收服務，藥師皆會協助您並統一予
以銷毀。
*轉載自高雄榮總醫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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